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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逢「常識百搭」創立20周年，

於6月26日舉行慶典。首先以

STEM教育論壇展開序幕，一眾

校長及教育工作者分享他們推行

STEM的心得。而在五月展覽中

獲得「評判大獎」的9個隊伍再

一次分享他們的STEM作品，競

逐20周年大獎。承蒙港科院院長及創院院士徐立之教授及兩位來自本地中

小學的劉國良校長和陳美娟校長蒞臨擔任主禮嘉賓及評判，給學生們提出具挑戰性

的問題及寶貴意見，相信學生們都獲益良多。

「常識百搭」每年順利舉行，參與人數愈來

愈多，我們衷心感激一眾主辦單位和評判們

多年來的支持，為推動科學教育，不遺餘

力。本書輯錄了26份傑出的科學作品供觀摩

和參考，展望「常識百搭」將繼續秉承着知

識轉移和推廣科探精神的使命，把科學知識撒種到小學校園，開花結果。

第二十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	探究籌委會

二零一七年八月

把科學學習突破傳統框框，離開課

室，走進生活，培養小學生的科學素

養和建立創科氛圍，一向是常識百搭

堅持的教育理念和工作。常識百搭至

今已有20載，一如既往，以科學及

環境為探究方向，今屆主題是「都市

簡約生活」，鼓勵學生從生活細節開

始，如透過綠化家居/學校/公眾地方做到「都市綠

田園」；探討實行「低碳飲食」的方法；建議及

優化目前的公共運輸系統，達致「綠色運輸」；

以「綠色物料」替代有害的物料等，從根本上回

歸樸實，提倡簡約生活。

今年，參展人數破歷年記錄，有超過一千名

來自本地、澳門及內地的小學師生參與，展

出逾170份的STEM作品。有利用環保物料

製作暖包、善用廚餘蛋殼自製牙膏、設計跑

步發電裝置、用紅茶製作染髮膏替代化學染

髮劑等，各個作品盡顯學生的創意和生活智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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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百搭」的由來

多元探究主題， 科學與環境為主
「常識百搭」與STEM教育結合

在1996年香港小學課程的變革中，「社會」、「科學」、「健康及

教育」三科整合為「常識科」，而科學部份強調科學、科技與社會

的關係和環境相關的課題。一群科學教育工作者為延續對科學探究

學習的重視，提升學生的科學素養及為小學生銜接中學科學教育打

好基礎，因而創立了「常識百搭」，提倡創新和科探精神，為學生

提供科研學習的機會。「常識百搭」肩負這個重要任務，一年續一

年，	轉眼間已經歷了二十個年頭。

「常識百搭」的主題主要環繞科學及環境課題，

學生需運用科學知識和方法對日常生活和環境相

關的議題作出探究，提出新的構思或方案來解決

問題。探究過程中，學生會有機會運用科學(Sci-

ence)知識來尋根究底探究大自然現象、應用科

技(Technology)儀器進行探究、工程(Engineering)

考慮設計測試系統、挑選適當物料、製作模型、

及應用數學(Mathematics)運算來進一步測試和分

析結果，去達成探究目標，令科學探究學習更全

面，也幫助學生STEM學習。

回顧過去，「常識百搭」在不斷的改善及發展。首兩年主要是起步

期，由「科學探究」一個範疇開始。接著兩年是充實及豐富期，分別

加入了「發明」、「創意」和「小玩意」三個範疇。到第五、六屆，

為配合當時學校資訊教育的發展，加入了「網上資源大搜尋」。到第

七、八屆開始把活動整合為主題性，讓學生透過不同的主題進行科學

探究，如「衣、食、住、行」及「環保生活」。而第九屆的主題「生

活中的科學探究」更鼓勵學生自由發揮。隨後的主題多與日常生活相

關，如「改善生活質素」、「玩物見智」、「理想家居，都市環境，走進自然」。

從多年舉辦活動的經驗、老師的分享、學生探究的分析中發現，學生在探究活動中欠缺發現問題

的重要性，因此，在第十三屆「從這問題開始」的教師培訓講座及學生講座中加強了學生多關注

探究過程中各個細節。第十四屆恰巧是2011國際化學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Chemistry	2011)，在

老師培訓講座也邀請了化學專家提供與主題相關的有趣例子。

其後，社會中出現不少與環境保護相關的事件，第十五及十六屆的主題「環保產業知多少」及「減

滅污染護環境」讓學生多探索保護社區的問題或難題。此外，處理環境的議題都需要相關的科學知

識和數據支持論點，第十七屆的主題「科學議題」是鼓勵學生從科學角度去作深入瞭解。而且大的

環保事業固然重要，個人的環保行為亦不容忽視，第十八屆的主題「家居環保大發現」倡議學生從

自身出發，與家人一起在家中實踐環保工作。而第十九屆的主題「綠色啟航」參考了其他有趣的紙

飛機比賽再加上環保的元素。廿周年的主題為「都市簡約生活」，期望學生就都市發展或個人生活

需求而對環境所帶來的各種負擔和破壞，提出節約和減廢的方法，還原簡約生活。

年份 屆 主題

1998 1 科學探究

1999 2 發明、創意、小玩意

2000 3 發明、創意、小玩意

2001 4 發明、創意、小玩意

2002 5 發明、創意、小玩意、網上資源大搜尋

2003 6 夢想校園、物盡其用、主題公園、創意生活

2004 7 衣、食、住、行

2005 8 環保生活

2006 9 生活中的科學探究

2007 10 改善生活質素

2008 11 玩物見智

2009 12 理想家居，都市環境，走進自然

2010 13 從這問題開始

2011 14 生活中的化學

2012 15 環保產業知多少

2013 16 減滅污染護環境

2014 17 科學議題

2015 18 家居環保大發現

2016 19 綠色啟航

2017 20 都市簡約生活

STEM
學習

理解科學知識

來尋根究底探

究底探究大自

然現象

應用數學運算

來進一步測試

和分析結果

應用科技儀器

進行採究

工程考慮設計

測試系統、挑選

適當物料、製作

模型

學生展覽探究成果
由起初第一屆只有18隊共155個本地學校學生參加，到十年前約百多隊伍

共六百多名學生，至今日有約170隊伍及千多名師生參與。歷年參加師生

人數累積逾萬人次。而由第十屆開始，每年都有不同地區的學校參加，

如台灣、廣州、澳門及珠江三角洲。

由於參與人數眾多，要有一個場地能夠容納多個隊伍的展示及其他學生的觀摩實不容易。過往曾

經在教育大學校園、中學校園、科學館和香港歷史博物館進行活動。近年都在中央圖書館展覽

廳，一個非常理想的地方，進行展覽。

學生透過展示實物、實驗示範、模型、展示板、電腦展示及書面報告的輔

助，都能夠向大眾展示他們的探究過程和成果，實在是令人鼓舞。

評審團的陣容龐大，包括大學教授、科學館及太空館館長、中小學校長老

師、科學與教育界前輩及不同公私型機構的專才。他們共同努力，按照四個準則：	科學性、原創

性、相關性、趣味性／可行性對學生的專題探究進行評估。然後根據評審準則選出「傑出獎」、

「優異獎」及「嘉許獎」。另外，現場師生可投票共同選出「我最喜愛的作品獎」。近年為鼓勵

表現傑出的隊伍，加設「評判大獎」，由眾位評判從「傑出獎」隊伍中選出。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 蘇詠梅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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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思廣益，輯印報告 多層面的知識轉移工作

把學生優秀的科探成果發揚光大是「常識百搭」的一項重要任務。每一次展覽後，最困難的工作

是編輯學生探究的書面報告並製作成書。書面報告需包含及明確展示探究過程和科學原理的應

用，及評判團給予的小貼士，讓其他對科探感興趣的學生、老師、家長和社會人士，都能夠欣賞

獨一無二的科探創意。	以下是廿本充滿學生智慧的活生生的科探例子，在香港教育城的網站中可

以瀏覽書刊。

「常識百搭」肩負著知識轉移的任務，讓知識可以繼續轉化和應用。透過專題研習一方面培育小

學生對科學與環境探索的熱忱，創造知識之餘，另一方面，亦拓展教師教育的文化承傳，更把專

業知識應用於社會，惠及大眾，促進社會的整體發展。

廿年來，透過各種形式的知識轉移活動，包括師生講座、計劃書評審、展覽、出版書刊和文章

等，「常識百搭」一直不遺餘力地推動小學生的探究精神，鼓勵學生以新思維，審視生活上面對

的科學與環境問題，及運用合適的探究方法。與此同時，「常識百搭」引發在校老師在校本課程

對科學與環境議題的探討，及懂得如何運用適當的技能去引導學生進行科學探究。「常識百搭」

亦悉心培育未來教師參與及組織活動，在專業的層面推廣科研教育，服務社會。

此外，經過細心觀察及科學性的內容分析，學生的探究過程及經歷和探究成果中的體驗及收穫是

創造新知識的基本來源。多份相關學術文章的分析，證據和建議無論在專業及學術領域上都具參

考價值。

•	建構一個模式闡釋學生在科學探究中所需要的認知理解及實踐的技巧(So，2003)。從學生在科

學探究中的步驟包括產生意念，提出問題，	測試及調查，	數據收集及分析，發現學生在判定

問題、公平比較與反思質疑等方面較薄弱，為小學教師指導探究性學習提供了建議	 (蘇詠梅、

鐘媚，2006；蘇詠梅，2006）;

•	發現教師可以通過建構式學習的理念來設計鷹架式(Scaffolding)的指導，幫助學生建立和發展

科學探究工作中的撰寫書面報告的技能(蘇詠梅，2007）；

•	研究透過分析學生在科學探究工作中的科學理解及一些常見的非科學性的想法的出現，建議老

師如何指導學生衝破困難(So,	&	Zhong.	2009:	蘇詠梅、鐘媚，2010）;

•	文章中仔細地分析並帶出數學在科學探究中重要及關鍵之處，包括量度、數字中的數數及計

算、以及圖表。文中還分析了學生在科學探究中有效及處理不當的數學元素(So，2013)；

•	分析在「常識百搭」中獲得不同類型獎項的學生於展示探究成果的模式上的不同(So，2014)；

•	分析學生使用科學証據的強項及有待改善之處(So,	Yu,	&	Chen	,	In	press);

•	最近的一個文章與STEM教育相關，用了一個研發的STEM框架來分析學生在科學探究中的

STEM元素(So,	Zhang,	Chow,	&	Leung	,	In	press)。

香港小學科學探究
活動理論與實踐	

(1998)

玩物見智	(2008)

減滅污染護環境	
(2013)

綠色啟航	(2016)家居環保大發現	
(2015)

都市簡約生活	
(2017)

科學議題	(2014)

從這問題開始	
(2010)

生活中的化學	
(2011)

環保產業知多少	
(2012)

理想家居，都市環境，
走進自然	(2009)

小學科學學習活動
經驗彙編	(2000)

集思錄	(2002)

創意之匙	(2003) 衣食住行	(2004) 環保生活	(2005) 生活中的科學	
(2006)

改善生活質素	
(2007)

思考的進路	(2001)小學科學探究活動
舉隅	(1999)

STEM框架

科學

展開探究

1.	 就自然現象提出問題(物理、生物、化

學、地球科學及太空科學)

2.	 改進及闡明問題，作為科學探究主題

3.	 提出假說並進行實驗

進行探究 

4.	 找出公平測試/對照實驗中的變項和不變項

5.	 描述探究過程中涉及的步驟

6.	 分析收集到的資料/實驗所得的結果

7.	 認清所得資料的誤差和限制

彙報探究

8.	 得出與科學現象有關的結論

9.	 構思有關探究因果關係的論

10.	提出可改善之處及進一步探究的建議

工程

界定須解決的問題

1.	 透過提問來界定問題

設計及測試解決方案

2.	 應用科學及數學原理於實際情況以設計解

決方案

3.	 開發及使用模型將設計形象化

4.	 認清模型或設計的限制和缺點

5.	 測試設計並評該其表現

6.	 以相同的物件、工具或過程測試兩個不同

模型，從而判斷哪個模型更符合成功的準

則

改進解決方案

7.	 修改模型或設計

8.	 分析並選出解決問題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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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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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更加喜愛參與科學、運用科學解決問題或者創造產品，進而將知識、經驗和創意回饋社會作

為一個讓教育研究和實踐互相促進的平臺，隨著科學教育的理念在不斷進步，「常識百搭」也將

科學探究與STEM教育的理念整合，不斷更新進步。這二十年的發展，感謝社會各界的支持，期待

未來能夠與各位攜手，繼續為學生的科學學習創造更有活力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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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科技應用

1.	 選擇及使用工具/產品/物料來解決問題

2.	 使用工具收集資料

3.	 以不同方式應用電腦及計算器

創新及安全應用

4.	 革新/改變自然環境以滿足需求

5.	 使用工具/物料/機器時要遵從安全守則

數學

收集資料

1.	 量度實驗相關設置

2.	 透過量度以記錄科學實驗的過程或結果

3.	 以合適工具及公制系統如碼尺、釐米等量

度

處理資料

4.	 計算平均數以估算集中趨勢

5.	 計算百分率作為表達方式

表達資料

6.	 以棒形圖將中心值形象化

7.	 以折線圖表示資料趨勢

8.	 以圓形圖展示相對值

9.	 以圖表整理及組織分散的資料

協辦機構
•	香港教育大學
•	教育局
•	香港數理教育學會

•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科學館
•	香港教育城

都市生活

都市簡約生活

香港廢物的主要來源

香港堆填區的情況

環境保護署（社區關係組）　李小德先生

在香港這個大都市，商場林立，消費的方式十分便利，我們可以

在家附近買到日常所需的食物和衣服。然而，這種簡單方便的

消費模式卻造成了大量的浪費，日常生活中出現大量的廚餘、垃

圾、膠袋和抹手紙等。理想的都市應推行簡約的生活方式，減少

廢物的出現。

香港政府已提出大幅減廢目標，如使用可持續廢物管理系統，推動廢物源頭分類計劃、設立社區

環保站和環保教育中心等以建立市民進行源頭減廢的習慣，多嘗試重用和回收。並以減少使用堆

填區，令廢物轉化為有用的資源作為目標，使用先進技術如減低廢物的體積，轉廢為能等。

香港正在面對嚴重的廢物處理問題，香港廢物的主要來源為住宅廢物（家

居產生的廚餘）、工商業廢物（來自街市、商店、餐廳、酒店、辦公室和

工廠）、建造及拆卸廢物（來自地盤）和特殊廢物（醫療廢物、禽畜廢

物、動物屍體和輻射性廢物等）。

相信大家都認識「大嘥鬼」，他的眼睛闊，腰身窄，象徵人類「眼闊肚

窄」和常常浪費的不良習性。「大嘥鬼」的肚子內藏有大量的垃圾，包括

廚餘、膠袋、膠瓶、玻璃瓶、可回收的報紙、抹手紙和外賣發泡膠盒。這

都是因為大家制造了本可避免的廢物，令堆填區飽和，引致「大嘥鬼」的

出現。

香港正在面對嚴重的廢物處理問題，香港廢物的主要來源為住宅廢物

（家居產生的廚餘）、工商業廢物（來自街市、商店、餐廳、酒店、

辦公室和工廠）、建造及拆卸廢物（來自地盤）和特殊廢物（醫療廢

物、禽畜廢物、動物屍體和輻射性廢物等）。

相信大家都認識「大嘥鬼」，他的眼睛闊，腰身窄，象徵人類「眼闊

肚窄」和常常浪費的不良習性。「大嘥鬼」的肚子內藏有大量的垃

圾，包括廚餘、膠袋、膠瓶、玻璃瓶、可回收的報紙、抹手紙和外賣

發泡膠盒。這都是因為大家制造了本可避免的廢物，令堆填區飽和，

引致「大嘥鬼」的出現。

「大嘥鬼」

政策及措施

（圖片來源：環境保護署）

（圖片來源：環境保護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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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食、住、行

結語

衣
1.	 有計劃購買衣物，三思而後買。
2.	 足夠衣物才開機洗衣，減少耗用水和電,並使用天然方法乾衣。
3.	 應一次過熨燙大量的衣物，避免頻繁的翻熱熨斗，用餘熱處理需要低熱的衣物	。
4.	 把舊衣物再利用或捐贈予有需要人士或慈善機構。

食
1.	 「食得晒至好買」，購物前列出購買清單及自備購物袋。
2.	 購買時令本土食材及產品，減少因長途運輸所造成的能源消耗和環境污染。
3.	 多吃蔬菜水果，減少食用生產過程所用物資較多的肉類。
4.	 「食得晒至好煮」，蒸和炒是最節能的烹調方式。
5.	 長期外遊前要清理冰箱，關掉電源	。
6.	 外出飲食時，避免過度點菜並帶走食剩的餸菜，減少廚餘	。
7.	 購買外賣食物時自備容器，避免使用即棄飯盒和餐具	。

住
1.	 回收
乾淨回收3大要點：「回收物─要乾淨」、「複合物─不回收」，「廚餘同紙巾─勿放三色桶」。	

2.	 電器用品
即使在待機模式下，電器用品仍然耗電，應盡可能關掉家中電器用品的電源。多使用充電池。購
買新家電時，選擇一或二級節約能源標籤的產品。妥善回收汰換的電腦設備和其他舊電器電子產
品。

3.	 如何保持涼快／暖	
穿著輕便衣服，並使用風扇代替冷氣機。設定冷氣溫度於攝氐24–26度的最佳能源水平，能讓你
感覺舒適而非寒冷。拉上窗簾或百葉簾，避免陽光直接照射，可以降低室溫。使用冷氣機或電暖
爐時，記得關緊門窗。另可選擇更節能的暖風機替代電暖爐。

4.	 照明
多善用自然光、高能源效益的LED燈、	慳電膽或幼熒光燈管（T5	管）照明	。

5.	 用水
縮短淋浴時間，以花灑代替浸浴。手洗衣服後，可把剩餘的水用作清潔地板或沖廁之用。

行
盡量多走路，嘗試不要乘搭升降機，外出時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如果想了解多一些有關減廢回收的資料，大家可以登上環保署香港減廢網站，亦可以流覽環境運

動委員會	綠色學校天地網站，裡面有環境運動委員會在學校推行的環境教育推廣活動消息。我們

亦十分歡迎各位同學到環保署轄下的環境教育資源中心參觀，中心設有展板、互動遊戲及模型，

各位同學可寓學習於娛樂。	

最後，我再次提醒各位同學，要盡力實踐「都市簡約生活」，希望大家發揮影響力，回到家裡向

親友講述你們今天所見所聞，成年人和你們一樣都需要奉行「都市簡約生活」，從衣食住行四方

面入手，將環保變成生活習慣。全香港人都出一分力，香港將會更綠更美好！

（圖片來源：環境保護署）

作為社會上的一份子，我們該如何實行都市簡約生活？試從以下的不同提問中，思考我們如何能

為我們的都市出一分力。

你是「大嘥鬼」嗎？

香港環境局《惜食香港》運動的宣傳代表「大嘥

鬼」形象深入民心，其外形正正表示了香港人在美

食當前「眼闊肚窄」的特點。日常生活中，造成浪

費的情況不限於「食」方面，這種「大嘥」的問題

還出現在「住」、「衣」、「行」三方面。

「食」

在日常生活中，大家是否也曾像「大嘥鬼」般浪費食物？午膳的時候，會否因為食物不合個人

口味，剩下很多飯菜？點餐的時候，有沒有考慮個人食量？吃不完的時候，會不會把食物「打

包」回家？事實上，我們除了要在餐廳進膳時減少浪費食物，在購買食材時亦應自備環保袋，

以減少耗用膠袋。不單止購買量要注意，在買食材時，我們也可以簡約一點。例如採用舊式方

法，以「鹹水草」當作繩索以捆綁食材。

「住」

在居住環境中，我們可怎樣減少浪費？很多人在家中存放了大量閒置物資，例如把新買回來的書

籍放在一角，然後把它忘記得一乾二淨。其實我們可嘗試找出適當的替代品來解決浪費不必要物

品的情況，如閱讀電子書則不會消耗紙張，還可以保留更多家居空間。此外，我們應關掉閒置電

器，如電燈、電視等，減少耗電。而在每日洗澡時，應把洗澡時間控制在五分鐘以內。這種做法

不但能減少食水浪費，更能節省在水的收集和運輸過程中所消耗的能源。對大家來說，這些都是

耳熟能詳的道理，可是大部分人缺乏了實踐的動力，無法停止浪費。

「衣」

手洗衣服的做法在現代生活中看似十分困難，可是大家有沒有想過如何能在使用洗衣機的同時能

減少浪費呢？其實只要大家願意多花一點時間，把洗衣所用的水收集起來，置於家中廁所水箱候

用，這是一舉兩得的方法，既避免了洗衣機大量耗水，亦可減少使用水沖廁，這些「洗衣水」更

是帶有清潔功效呢！

「行」

大家會以步行代替乘搭車輛前往較短路程的地方嗎？假日

的時候，你們會否乘搭公共交通工具代替駕駛私家車？冀

望大家能以身作則，實踐環保運輸，感染家人和朋友加入

節能隊伍。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　李凱雯小姐

9 10



香港教育大學科學與環境學系 蔣志超博士

香港的康樂、休憩及綠化用地

比較一般公園與生態園

教大生態園設置魚菜共生系統

教大「升級再造」生態園

香港高樓林立，讓人印象深刻。然而，因為時代的變遷與都市化

的發展，城市裡的人們越來越少時間或精力親近自然，或許更忽

略了保護自然的重要性。漁農自然護理署轄下各郊野公園、海岸

公園、香港濕地公園，以及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康文署）管理的

公眾泳灘，都是香港市民假日親近大自然的好去處。在市區裏，

到住所附近的公園或休憩地方閒逛，也能讓人增加接觸自然的機

會。香港市區至少有38個由康文署管理的大型公園，而香港的公

園和花園主要作用是為公眾建設康樂休憩用地，康文署負責發展和管理公眾休憩用地。根據《香

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公園和花園除了康樂用途外，亦應幫助改善區內陽光照射和空氣質素，更

應種植花木來調劑市民的視覺，增加其觀賞價值。

社會上不論任何年齡、階層、種族都可以免費使用公園，不同的設計又賦予公園不同的功能和

特色，使它成為城市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生態園（Ecogarden）是一個以環境可持續性為主的公

園，講究人與自然融合及生態平衡的設計理念。它不但達到了公園的康樂和休憩目的，還具備保

育及教育的功能。一般公園以人工方式運作，例如在水池中加添蚊油滅蚊，種植觀賞植物而未有

從生態環境方面作出考量。相反，透過栽種合適及有一定生態功能的植物，生態園能促進生態平

衡的維持。同時，生態園亦會擺放著很多關於動、植物的資料，以作教育用途。近年海外多個地

方都開始發展和興建生態園，例如台北松山文創園區生態池，新加坡Jurong	Eco-Garden及Science	

Centre的生態園，都是一些着重保護自然環境和提升環境教育的好例子。

以生態園內魚菜共生系統為例，它既能完成其環保功能，淨化生態池的池水，又能作為教育用

具。教大生態園的大型魚菜共生系統結合了梯田、人工濕地、生態池及沉澱池四個系統，外觀

上不容易被辨認出是魚菜共生系統。魚菜共生是從水耕發展出來，它是在水耕的系統上加上養魚

的設備。此系統避免使用人工營養液，透過系統中生物濾環上的細菌分解魚缸中魚類的排泄物，

變成無機的養分供植物吸收並成長。整個魚菜共生系統是密封的，系統中的水份會循環使用。除

了陽光，動物飼料好像魚糧就是唯一進入系統的物質。有些魚菜共生的系統會利用廚餘轉化成魚

糧，達到轉廢為能的效用。利用這個系統，教大的教授們為本地中學生設計了一個實地體驗式教

學活動。老師們會先向學生講解此大型系統，並讓他們實地在魚菜共生系統的不同部份提取水質

樣本，然後回到實驗室做污水化驗，分析數據以計算出人工濕地的去污能力，並就整個系統設計

提出改進方案。

教大生態園環保與教育並重的概念其實可應用於本地學校的校園，本地學校可以環境可持續性為

原則綠化校舍，在教學設計上融入STEM教學元素，最終以提倡人與自然融合，以生態平衡為校園

管理目標。如果越來越多學校於校園內興建如生態園等的設施，相信將有助維護學校附近的生態

環境，城市裏的學生們也會增加了享受親親大自然的機會！

香港教育大學（教大）校園內有一個改建不久的生態園，它本來是一個荒廢良久的水池，經過

各部門同事與老師的精心設計，從環境保育的角度出發，把原本的水池「升級再造」，搖身一

變成了今天的生態園。園內設施包括人工濕地、魚菜共生系統、風力發電、有機耕種農地等。

生態園特別栽種了一些植物，可讓蝴蝶吸食其花蜜，這些植物也為它們提供幼蟲的棲身處，吸

引更多鄰近地區的蝴蝶前來棲息。園內的生態池也吸引不少蛙類到來產卵。

除了保育用途外，教大更希望生態園能發揮其教育功能，例如，園內設有展板講解太陽能板的

特性，或者利用數據庫收集到的電力資料作探究教學活動之用等。生態園以推動環境教育為

目標，加入了STEM的教育元素，不論在環境教育或是STEM教育方面，均巧妙運用了實地教學

法，設計了在生態園特有的教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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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文大學理學院　湯兆昇博士

科學探究 重要的科學發現從簡單的現象開始

先探究基本科學原理再推廣應用

細節和技術的鑽研

應用簡單科學原理

嘗試提出問題和否證

科學應能精確預測廣泛的現象

科學的判官是實驗與觀測

歷史上，有很多科學家通過不同的科學探究得到重

大發現，這些發現甚至改變了我們的日常生活。以

下將會介紹進行科學探究時需要注意的基本元素，

讓大家嘗試從正確的科學探究中獲取新發現。

電磁學之父法拉第（Michael	Faraday）自小學畢業後輟學任職書籍釘裝工人，閒時通過閱讀來吸收科

學知識。他在多年自學後發現了電磁感應定律，並以感應線圈作展示。初時沒有人看好這些發明，

對它的功用提出質疑，此時他回應：「一個初生的嬰兒有甚麼用？」。當時沒有人想到電磁學在日

後對人類的貢獻，猶如一個還未開發其個人潛能的初生兒。直至很多年後，科學家利用電磁感應定

律發明了可大規模供電的發電機，改變了整個現代文明。這些影響世界的科學發現往往是從簡單的

現象開始，故此我們千萬不要輕視新的科學發現，即那些發現在當時未必有實用價值，它們將來的

發展潛力、對世界的影響是無可估計的的。

當時，法拉第只能透過圖像明白電磁原理，麥克斯韋（James	 Clerk	 Maxwell）卻能以精確的數學方

程表達電磁學，他發現電磁場的振動會在真空中傳播，並證明電磁波速等於光速。經過多年來不同

科學家的努力，電磁波現廣泛應用於日常通訊中。由此可見，清晰地明白了基本的科學原理、並反

覆進行實驗，才可以在科學探究及應用上取得成功和進步。

除了有好的理論，細節和技術的鑽研才可令科學變得有用。六十年代中，貝爾實驗室（Bell	Labs）

的鮑以爾（Willard	S.Boyle）與史密斯（George	E.Smith）急於研發半導體電腦儲存的裝置，對抗磁

碟的出現。結果，在多番的研究間，電腦儲存器做不成，他們無意中用微小的電容（MOS）成功

儲存光的訊號，成了絕佳的攝影工具。現時，數碼感光元件的應用無處不在，例如大眾所使用的

數碼攝影機和醫學用的內視鏡等。

簡單的科學原理也可以有重要的實際應用，現時大眾能從遊樂園機動遊戲中感受到的離心力，正

正是醫學界對血液不同成份進行分離時所應用的科學原理。近來有報導指，有組織利用對離心力

的原理，發明了成本低廉的手動血液分離儀器，為人類醫學作出了新的貢獻。

在日常生活中，不少人因為擔心外人的目光而不敢提出一些「愚蠢的問題」。然而，在開放的科

學世界中，這些問題正是大家研究時需踏出的「第一步」。不要害怕犯錯，科學家波普爾（Karl	

Popper）提出科學理論總是可能被否證（Falsifiability），只有找出這些錯誤並加以排除，才能找

出正確答案。這種發現錯誤後的「自我修正」正是科學發展的基本動力。

在地球重力的話題上，牛頓（Isaac	 Newton）比亞里士多德更為有說服力，理由是他所提出的「萬有

引力」理論不單能為科學現象進行解釋，更能預測到廣泛的現象。他指出了物體下跌和月球繞著

地球運轉同樣源於萬有引力，並通過精確數學表示和預測新結果。這樣，牛頓理論廣泛適用於天

地，能預測一切的運動、不論是一個蘋、月亮、行星、太空船，也遵從同樣的定律。直至今天，

牛頓定律仍然應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促進了我們的生活與文明。

公元前三世紀，哲學家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曾提出一種力學，指事物皆有其「目的」，地、

水、火、風四元素各按照其「目的」移向最適當

的地方，地與水移向宇宙中心（即是地球），所

以物體會掉落地面。他又指，越重的東西下跌得

越快。然而，他的理論雖然和我們日常生活的感

覺有相似之處，但卻未經實驗證實。現代物理實

驗之父伽利略（Galileo	Galilei）透過無數實驗證

實了在空氣阻力干擾很小的情況下，物體下跌的

速度是一樣的。他亦發現了在地心吸力下，物體

會越跌越快，以及重或輕的物體都是以相同速度

下墜，從而否證亞里士多德的力學。這件事說明

了我們在科學探究時應多作實驗與觀測，而不應

受日常生活直覺所欺騙，而伽利略細心的推論和

精確測量更改變了我們的世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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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華小學　廖偉峰老師
STEM探究的目標

如何在學校進行「常識百搭」活動？

有關「常識百搭」

日常生活中充滿挑戰，面對種種的挑戰如何解決？恐怕

不能一時三刻就可以想出一個理想的解決方案。這種解

難技能需要經過日積月累的歷練，才能逐步發展出來。

因此，從小培養解難能力是十分必要的。

STEM教育就是要訓練學生從生活中發現問題，並從中

學習有效解決問題。但是，我們又不能指望學生能無中

生有或天馬行空，自然而然地懂得提出可行的解難方

案。老師們推行STEM教育時，可對以下三點發展方向

多加考慮：

學生參與「常識百搭」時，要綜合不同領域的知識進行探究，這是STEM教育的過程及其成果的

體現。老師帶領學生進行活動的策略有很多，每間學校的校情不盡相同，不能一概而論。誠然，

老師可以用完全開放的策略帶領學生進行探究，整個過程交由學生自行完成；也可以着學生只按

老師指示倒模式地進行。以小學生的能力而言，完全開放的模式進行探究，適用性似乎不大；反

之，以倒模式進行，又似乎低估了學生的能力，也大大限制了「常識百搭」活動的宗旨。以下，

筆者嘗試分享過往取兩者平衡的經驗，供大家參考。

「常識百搭」是一項強調科學探究的活動，提高學生對科學科技的興趣，讓學生展現他們的創

意。它有以下特點：

一)	 學生在探究過程需要使用各類硬件工具及軟件工具。

二)	 老師在指導學生進行活動時，需要提供充分機會給學生練習、嘗試和分享彼此的想法。

三)	 在探究活動過程中，老師是MAKER	(創客)	，也是促進者；同時，學生自己也是一位創客。

換言之，師生之間就是MAKER（創客老師）引導maker（創客學生）。

一)	 訓練學生在現有的知識基礎上提出創新的想法。即是訓練學生面對問題時，能夠策略化地應	

	 用已有的知識去思考問題。這樣不但能提升學生運用邏輯思維的能力，也有助學生設計出解	

	 決問題的步驟。

二)	 STEM教育是一個應用綜合知識來進行探究的過程。既然是過程，許多時都未必有最終方案，	

	 只能說：「方案沒有最好，只有更好！」因此，進行STEM教育時宜多鼓勵學生透過分享想

	 法，從朋輩或師長的回饋中集思廣益，把解難方案不斷完善。而創設師生或同儕之間充分的	

	 交流機會，是實踐STEM教育的重要策略。	

三)	 訓練學生懂得適當運用工具，當中包括軟件工具，如：立體繪圖軟件、文書處理軟件、數據	

	 收集軟件；和硬件工具，如：鋸子、電線開線鉗等。這些工具的適當運用都能有助學生在設	

	 計解難方案時，提供具體、客觀和直觀的檢驗效果。情況就如：我有一個構思，利用工具製	

	 作了一個模型；透過模型可以具體地直觀初步呈現出來的解難方案是否可行、仍存在什麼問	

	 題等。

一)	 參加「常識百搭」的老師和學生先要建立一種科學探究的思維習慣。

	 	 ▪	為何要探究這個事物或現象？

	 	 ▪	擬探究的事物或現象背後，藏有哪些科學概念？

	 	 ▪	對擬探究的事物或現象，有什麼有意義的新構思或改善方案？

二)	 題目需具探究性，即就擬探究的事物或現象可運用科學原理及客觀方法進行探究。

	 由於小學生在常規課程中學習到的技能和科學知識有限，建議帶領「常識百搭」的指導	

	 老師先運用自身的教學經驗、對校情的了解和自身學科知識的修為，從一個MAKER的角	

	 度去看擬探究的事物或現象。讓心中先有一個初步的探究計劃，如：探究題目和測試方	

	 法。

	 為使初步構思更見完備，若校情許可，最好由2-3位老師組成一個指導團隊。要是當中有	

	 老師曾經帶領相關活動或具備相關學術背景（如修讀科學）則更佳。這樣的團隊組合，	

	 能促進多角度思考，更易提出具探究性的方案。

	 另外，建議老師在構思初期先翻閱過去「常識百搭」活動的各期書冊，不但可以參考過	

	 往參展隊伍的經驗，例如：書寫計劃書模式、探究過程的解說。更重要的是，我們能從	

	 書冊中獲得探究靈感，或者避免重複探究。甚至從過去的方法中得知其成敗因由，以便	

	 草擬更可行的測試方法。

三)	 擬探究的活動要適切小學生的能力

	 老師對擬探究的事物或現象有初步構思後，下一步就是思考物色哪些學生參加？建議可	

	 先從學生的專長、興趣作甄選參考。例如：若老師擬進行探究的方案多涉及化學範疇，	

	 可邀請一些本身對化學有濃厚興趣而又有一定相關知識的學生參加。組隊後，老師先別	

	 把已構思的探究方案直接告知學生，而是引導學生從學科知識背景和生活經驗中自行思	

	 考，揭示老師心中初步構思的探究方向。因為，探究方案在師生溝通的過程可以不斷修	

	 正，最終不一定以老師最初的「心中版本」為依歸。所以，這階段的溝通和引導，已啟	

	 動了探究的開端，而最後擬定的新方案才更貼近學生的需要。

四)	 MAKER教maker

	 擬定題目和初步探究方案後，學生必定會有很多創新想法，此時老師便要思考如何回饋	

	 學生：

	 	 ▪	學生所提出的意見是否可行？

	 	 ▪	利用什麼測試方法及運用哪些數據，才更有助於客觀的探究？

	 	 ▪	當中有什麼科學概念或測試技巧，要先向有關學生進行教學，以鞏固他們的知識	

	 	 		基礎，好促進他們對探究方案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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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探究活動的時候，老師不能袖手旁觀，例如：隨意主觀地否決學生的意見，或要求	

	 學生自行在網上搜集資料。相反，指導老師應與學生一同深入溝通，了解學生想法的來	

	 龍去脈，並共同投入探究活動。例如：探究如何利用飛機的噪音發電？有關聲音的探	

	 究，對老師和學生來說可能都是新嘗試，老師應和學生一同蒐集噪音、購買測試工具、	

	 進行測試活動等。這樣，老師既是學生的模範，也能從做的過程中了解學生所遭遇的困	

	 難，並適時加以協助和教導，從而促進學生透徹地了解所探究的事物，掌握探究過程中	

	 各項活動的緣由。

	 此外，筆者也建議指導老師在帶領活動的過程中，多運用發展STEM教育的理念——創	

	 設更多機會進行分享交流。例如：校內也是一個很好的分享交流平台；在探究初期或	

	 成果階段，老師可安排有關學生向校內其他同學分享想法、展現探究成果。其他同學	

	 的回饋，很可能會為參展同學帶來更多創新想法或改善建議。這麼方便就能獲得這樣	

	 的效果，何樂而不為？不一定待「常識百搭」展覽當天，才有師生或學生之間互動、	

	 分享交流的機會。

五)	 校隊形式

	 參與「常識百搭」的學校若以校隊形式進行，會有一些優勢。因為發展校隊能讓學生獲	

	 得長期而恆常的訓練，學生因而有更多機會去掌握一些常規課堂以外的知識，更多機會	

	 體驗如何運用科學原理解說不同現象，也能在恆常訓練中學懂各種工具的使用方法，更	

	 純熟地掌握多項技能，繼而強化科學探究的方法。

總結

總括來說，STEM教育是訓練學生如何更好地生活的一種訓練框架和過程。培養學生的創新思維和

運用工具的技能，都是有效促進學生獲得面對生活挑戰能力的方法。而進行STEM教育的過程，老

師多創設分享交流機會予學生，是促進創新思維的重要手段。至於學生在「常識百搭」綜合不同

領域的知識進行探究活動，則是STEM教育的過程和成果的體現。最後，老師們帶領學生參加「常

識百搭」時，能從一個MAKER的角度引導學生進行STEM教育，更是一個有效的帶領策略。

教師：陳穗雯老師、麥樂恆老師

學生：何思昊同學、吳業澧同學、舒宇佳同學、葉昭彤同學、招健熙同學、黃允祈同學

學校：聖保羅男女中學附屬小學

探究意念

科學原理

探究過程

以下是我們假設具保溫效能的物料：

步驟：

第一階段測試：

測試準則：根據食物安全中心以及衞生署的指引，熟食於食用前應熱存於60oC以上。因此我們以

60oC作為標準：食物必須在三小時後仍能保持60oC或以上才算通過測試。

煮食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環，無論是透過明火煮食或電能煮食都會耗用能源，除了使用者

要負擔電費及煤氣費外，亦會增加溫室氣體的排放。我們希望從節省能源的目標出發，設計一個

「慳家煮食保溫箱」，一方面減少市民的經濟負擔，另一方面節約能源以保護地球。

1.	在電飯煲內的煮食鍋中加入1公升水。

2.	開啟電飯煲的加熱模式，並把電子溫度紀錄儀（圖1）	 	 	

	 的探測針插入電飯煲的排氣孔。

3.	當水沸騰後（接近100oC），取出電飯煲內的煮食鍋，	 	 	

	 並放置在不同的環境中。

4.	記錄煮食鍋在三小時內的溫度變化。

加熱食物至一定高溫，目的是使食物徹底熟透以及

殺滅細菌，但由於熱能不斷往四周散失，因此需要

不斷加熱以維持溫度，直至可食用。熱力會透過傳

導、對流和輻射散失，只要減少這三方面的熱力流

失，則無須不斷加熱。

我們亦參考了保溫瓶的保溫原理來進行探究：為防

止傳導及對流，保溫瓶有一層真空層。為防止輻

射，保溫瓶之內、外壁都鍍上銀膜，可以反射輻射

熱。我們無法以低成本的方法製作真空效果，但仍希望能找出最能減少熱力流失的保溫物料。

1.	錫紙－密度高，空氣粒子不容易穿透，而且反光度高，能反射熱力。

2.	發泡膠箱／紙箱－是良好的絕緣體，也能阻隔熱能向外流失。

3.	睡袋/毛巾/報紙/發泡膠粒－是良好的絕緣體，可填充其餘的空間。

我們揀選以上在家居生活中容易獲得的物料，讓市民大眾可以在家中自製一個煮食保溫箱。

探究最環保、便宜及保溫的箱和隔熱物料並製作煮食保溫箱

(圖1) (圖2)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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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一：測試發泡膠箱的保溫效能 比較二：測試反光物料的保溫效能

結果及分析：

結果顯示，在三小時後發泡膠箱能保持水溫在

60oC以上，沒有箱的水則降至35.5oC，可見發

泡膠箱能有效阻隔熱能散失。証明發泡膠箱能

減少熱能透過空氣對流而散失。

結果顯示，錫紙對沸水有保溫作用。在三小時

後，用錫紙包圍煮食鍋內的水比沒有的高出約

16oC，可見錫紙層能阻隔熱能散失。錫紙能反

射熱力，能將鍋內的熱力保存，減少煲內的熱

力透過輻射散失。

時間
(小時)

箱內溫度

(oC)

發泡膠箱

(oC)

無任何保溫

(oC)

0 23.7 99 99.7

0.5 57.4 88.7 74.6

1 52.4 81.5 61

1.5 48.7 75.2 51.7

2 47.4 70 44.8

2.5 44 65.5 39.7

3 42.1 61.4 35.5

利用隔熱效能高的物料製作煮食保溫箱（圖2），然後以不同的隔熱物料填充空間，重覆以上步

驟，記錄三小時內的溫度變化。

時間
(小時)

箱內溫度

(oC)

發泡膠箱

(oC)

無任何保溫

(oC)

0 18.6 96.8 99.7

0.5 18.5 82.2 74.6

1 18.2 73.8 61

1.5 18.7 66.9 51.7

2 18.6 60.7 44.8

2.5 18.6 55.7 39.7

3 18.6 51.5 35.5

比較三：測試結合以上兩種物料，會否提升保溫效能

時間（小時） 箱內溫度(oC) 發泡膠箱(oC) 箱內溫度	(oC) 發泡膠箱	(oC)

0 24.4 99 23.7 99

0.5 43.7 92.1 57.4 88.7

1 42.2 86.7 52.4 81.5

1.5 40.6 82 48.7 75.2

2 39 77.7 47.4 70

2.5 37.7 73.8 44 65.5

3 36.4 70.1 42.1 61.4

結果顯示，錫紙可以進一步減少熱力流失，比沒用

錫紙包裹的煮食鍋，水溫高出９oC較高。錫紙同時

能反射熱力，減少熱能透過輻射散失。

時間（小時） 箱內溫度(oC) 發泡膠箱(oC) 箱內溫度	(oC) 發泡膠箱	(oC)

0 21.7 97.1 25.7 97.1

0.5 33.2 92.1 40.6 91.3

1 35.5 88.7 39.4 88

1.5 36.5 86 40.2 85.1

2 36.6 84 40.6 82.8

2.5 36.4 82 40.5 80.5

3 36.1 79.9 40.2 78.5

時間（小時） 箱內溫度(oC) 新箱＋睡袋(oC) 箱內溫度	(oC) 新箱＋睡袋＋錫紙蓋(oC)

0 22.9 98.7 25.8 97.7

0.5 32.6 89.2 34.9 89.6

1 34 83 36.4 85.3

1.5 33.9 78.3 36.3 81.8

2 33 74.1 35.9 78.3

2.5 31.7 70.4 35.3 75.4

3 33.1 67.3 34.9 72.7

比較四：找出最佳的「箱」

比較五：測試新箱配合錫紙蓋的保溫效能

結果顯示，發泡膠箱和紙箱保溫效能相若。這是

由於保溫箱內已被隔熱物料填滿，熱能難以傳到

箱，再透過箱傳到箱外。我們希望這個煮食保溫

箱能推廣給社會中的低收入人士，而紙箱較發泡

膠箱容易獲得，所以我們最終選用了紙箱作為煮

食保溫箱的材料。

根據以上的測試結論，新的煮食保溫箱（圖3）

內有固定的錫紙內膽，讓使用者更方便地將煮

食鍋放進裏面。為了確保衛生，確保食物食用

前保持在60oC以上，我們插入了一個溫度計

（圖4），並設計了透明封口，讓使用者可從

外面清楚看到食物的溫度。

測試新箱：

製作新紙箱：

(圖3)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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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小時）

箱內溫度
(oC)

睡袋
(oC)

箱內溫度
	(oC)

發泡膠
	(oC)

箱內溫度
(oC)

報紙
(oC)

箱內溫度
(oC)

毛巾
(oC)

0 24.2 97.7 24.55 97.75 24.5 98.7 26.4 99.35

0.5 32.9 89.6 38.2 91.4 31.45 90.85 46.5 90.85

1 34.6 85.2 38.7 86.75 33.2 85.55 47.6 85.9

1.5 34.85 81.55 38.25 82.7 33.05 81.65 47.35 82.1

2 34.6 78.2 37.9 78.6 31.85 77.9 46.9 78.55

2.5 34.25 75.15 37.4 75.35 32 74.65 46.15 74.3

3 33.45 72.45 36.75 72.25 32.1 71.7 45.3 72.55

比較七：測試不同隔熱物料的煮食（豆）效能

數據顯示，四種隔熱物料皆能使水溫保持在70oC以上，高於60oC的標準。在我們的生活經驗中，

睡袋顯然是比較保暖，但在測試中其保溫效能卻與其他物料分別不大，我們相信保溫的關鍵是隔

熱物料必須緊密填塞空間，使熱能無法從對流散失。

新箱對沸水的保溫測試：

三小時後水溫是66.5oC，雖然能維持高於60oC的衛生標

準，但水溫比第一階段的測試結果低。我們相信是因為熱

能從鍋蓋上方流失，因此，我們製作一個有錫紙內層的蓋

(圖右)，希望能防止熱能透過對流和輻射散失。

結果顯示，使用錫紙蓋後，三小時後水溫高於70oC，隔熱

效能更理想。因此我們以新箱加上錫紙蓋進行之後的測試。

新箱和錫紙蓋配合睡袋、發泡膠粒、報紙、毛巾的煮豆（約250g）效能

（蓋的前和後）

第二階段測試：

•	測試煮食保溫箱的煮食效能

•	探究適合用保溫箱煮食的烹調方法

1.	把隔熱物料放入煮食保溫箱內。

2.	在電飯煲內的煮食鍋中加入白米，然後按	

	 照鍋內的刻度加入相應份量的水。

3.	開啟電飯煲的加熱模式，等待電飯煲自動	

	 跳至保溫模式。

4.	取出電飯煲內的煮食鍋，並放置在步驟一	

	 的箱內。

5.	記錄煮食鍋在三小時內的溫度變化。

6.	把隔熱物料放入煮食保溫箱內。

7.	在電飯煲內的煮食鍋中加入約1公升水。

8.	開啟電飯煲的加熱模式，並把電子溫度紀錄儀	

	 的探測針插入電飯煲的排氣孔。

9.	當水沸騰後（接近100oC），把食物放進沸水中，	

	 使水位到達1公升刻度，烹調	

	 約15-25分鐘。

10.取出電飯煲內的煮食鍋，並放	

	 	入步驟一的箱內。

11.記錄煮食鍋在三小時內的溫度	

	 變化。

煮飯步驟：

其他食物的煮食步驟：

比較用不同隔熱物料的利弊：

A. 煮粥

我們揀選了較方便使用、衛生和成本低的毛巾煮了其他食物。

方法：把預先浸了約一小

時的米加入一公升的沸

水，加熱約十五分鐘後，

取出煮食鍋，並放入以毛

巾填滿中層空間的煮食保

溫箱內。

半杯米（約80g）	vs	1杯米（約160g）

比較八：

三小時後，以四種隔熱物料保溫的效能相若，鍋內溫度皆高於70°C，高於60°C標準，而豆亦

能變熟和變軟，可見隔熱物料皆能有效保溫。在進行下一輪測試前，先比較用不同隔熱物料的利

弊。

時間
（小時）

箱內溫度
(oC)

睡袋
(oC)

箱內溫度
	(oC)

發泡膠
	(oC)

箱內溫度
(oC)

報紙
(oC)

箱內溫度
(oC)

毛巾
(oC)

0 25.8 99 25.3 97.4 25.7 99 23.7 97.4

0.5 39.2 89.9 36.5 89.6 51.3 89.9 36. 89.2

1 42.4 85.1 36.8 84.8 54.2 84.6 38.2 84.4

1.5 42.1 80.9 36.5 81.1 54 80.7 38.1 80.7

2 41.8 77.4 36.4 77.6 53 77.2 37.7 77.6

2.5 41.4 74.1 35.8 74.2 51.7 73.9 37.1 74.6

3 40.8 71.1 35.2 71.4 49.6 71.4 36.5 71.9

睡袋 發泡膠箱 報紙 毛巾

保溫效能 相若，皆能使食物維持在60oC以上

方便程度
方便，容易放入
箱內填充空間

有點困難，因為太碎
及太輕，容易飄走，
傳使用者要清理

耗時，必須把報紙一張
張弄皺才能緊密填充空

間

方便，容易
放入箱內填
充空間

可再用性
可以，同後要

曬乾
可以，用後要曬乾，

但難以存放

不能多次重覆使用因濕
了的報紙會爛，而且會

滋生小蟲

可以，用後
要曬乾

衛生 可清潔
發泡膠粒可能會竹穿
過氣孔進入煮食鍋

容易弄污雙手和煮食鍋 可清潔

其他
成本較高，不是
每個家庭擁有

一般家庭不會擁有，
要把發泡膠包物弄醉

時間
（小時）

箱內溫度
(oC)

半杯米
（約80g）(oC)

箱內溫度
	(oC)

一杯米
（約160g)	(oC)

0 24.3 94.9 25.6 99

0.5 30.2 88.9 38.2 90.4

1 30.9 84.4 40.2 86.5

1.5 30.9 80.5 39.9 82.8

2 32.5 77.2 39.3 79.5

2.5 32.8 74.1 38.5 76.8

3 32.7 71.4 37.9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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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在三小時後溫度都能維持在70oC度以上，高於60oC的標

準。外觀上，以1杯米（約160g，圖5）煮成的粥較稠，以半杯

米（約80g，圖6）煮成則太稀，而且可能放入煮食保溫箱內時

間未足，或加熱時間不足，所以米粒還未完全散開。

（圖5） （圖6）B.煮飯

方法：將洗淨的米加入相應分量的水，放入電飯煲內，加熱至電飯煲跳至「保溫」模式。取出煮

食鍋，並放入用毛巾填滿中層空間的煮食保溫箱內。	

在三個測試中，煮食鍋內的飯都已熟透（圖7）。

從圖表得知，放入越少份量的米，在三小時後溫度會下降得越快。１杯

米和２杯米份量的飯的溫度已降至60oC以下，只有3杯米份量的飯的溫度

剛好在60oC。

這是由於煮食鍋內的水份較之前測試的少，因此空氣所佔的空間較大，

增加熱能透過對流散失。另外，水份能儲存大量熱能，故越少水份會令

鍋內的溫度下降得越快。

比較九：1杯米(約160g)	vs	2杯米(約320g)	vs	3杯米(約480g)

時間
（小時）

箱內溫度
(oC)

1杯米
（約160g)(oC)

箱內溫度
	(oC)

2杯米
（約320g)(oC)

箱內溫度
(oC)

3杯米
（約480g)(oC)

0 25.8 97.7 27.7 99.4 26.4 98.7

0.5 31.6 76.5 37.9 81.3 34.1 86.7

1 32.6 67.6 38.7 73.1 36.1 78.6

1.5 31.9 61.2 37.9 67 36.2 73

2 30.8 56.3 36.4 62.2 35.9 68.3

2.5 30.1 52.2 35 58.2 35.2 64.3

3 29 48.6 32.6 54.6 34.4 60.8

（2杯米分量，圖7）

方法：把蓮藕放入約一公升的沸水中，加熱約十

五分鐘後，取出煮食鍋，並放入用毛巾填滿的煮

食保溫箱內。

C.煮蓮藕（約375g）

時間（小時） 箱內溫度(oC) 蓮藕溫度(oC)

0 26.5 96.5

0.5 35.2 88.4

1 36.1 83.4

1.5 35.3 79.5

2 35.2 75.9

2.5 35.3 72.2

3 34.9 69.7

方法：把排骨放入約一公升的沸水，加熱約二

十五分鐘後，取出煮食鍋，放入用毛巾填滿的

煮食保溫箱內。

D.煮排骨（約270g）

時間（小時） 箱內溫度(oC) 排骨溫度(oC)

0 24.8 98.4

0.5 42.4 88.4

1 44.4 83.2

1.5 44.1 78.8

2 41.9 74.9

2.5 40.1 71.5

3 39.7 68.3

以煮食保溫箱煮蓮藕和排骨，三小時後，食物的溫度均能保持在60oC以上，通過衛生測試。從外

觀觀察，兩者皆是可食用狀態。口感方面，蓮藕偏爽脆而排骨肉質富彈性。相信兩者若烹調更長

時間，蓮藕和排骨會變得更軟。

方法：先加熱十五分鐘至熟透，然後取

出，把瑞士汁放入煮食鍋，連雞翼一同

加熱至沸騰，取出鍋並放入保溫箱。

方法：先加熱十五分鐘至熟透，然後取出。將

牛腩汁加入煮食鍋，與牛腩一同加熱至沸騰，

取出鍋並放入保溫箱。

三小時能保持牛腩在60oC以上。味道方面，可

算非常入味，只是部分較大塊的肉口感較韌。

三小時後煮食保溫箱能保持雞翼在60oC以上，

而且非常入味。

E.煮雞翼（約550g） F.牛腩（約200g）

時間（小時） 箱內溫度(oC) 排骨溫度(oC)

0 27.3 101.1

0.5 42 90.1

1 46.1 85.3

1.5 47.1 81.5

2 47 77.9

2.5 46.6 74

3 45 72

時間（小時） 箱內溫度(oC) 排骨溫度(oC)

0 26 98.4

0.5 36.5 89.2

1 38 84.4

1.5 38.9 80.7

2 38.8 77.4

2.5 38.3 74.4

3 37.7 71.9

總結

困難／限制

第一階段測試証實，利用錫紙包裹煮食鍋，然後放入紙箱內，加上隔熱物料填滿空間便能有效保

溫。而設計加入溫度計，令使用者煮食時，可一直留意食物的溫度。我們測試了用睡袋、發泡膠

粒、報紙和毛巾作隔熱物料，四者皆能保持水溫在60oC以上，可見只要填滿煮食保溫箱的空間，

便能有效保溫。

第二階段測試証實，我們的煮食保溫箱是安全又衞生煮食工具，因為大部份食物都能通過衛生標

準。從煮飯測試中得知使用煮食保溫箱必須烹調一定份量的食物(初步推斷份量大約為煮食鍋的三

分之二)，才能令食物長時間保溫。由煮粥的測試得知，烹調食物時，還要考慮放入保溫箱前，煮

食鍋加熱時間的長短。若能延長加熱時間，煮粥的效果會更佳。故此我們的煮食保溫箱適合代替

煮大量米飯，或代替需長時間烹調，並且有較多水份的煮食方法，例如燉（加水用中小火長時間

加熱，使食物變得爛熟）和燜（食材經過油炸或煸、煎，再加入調味料和湯，用微火長時間將食

物煨至酥爛）。	

由於每項測試需記錄水或食物於三小時內的溫度變化，因此能測試的次數及食物種類有限，大部

分測試無法重覆進行。因應每次測試，將水或食物放進保溫箱後，測量時的起始溫度會有所不

同，而且每天的氣溫亦不同，故此比較不同設計在三小時後的溫度時，我們把3oC以內的相差，

視為結果相若。第一階段當我們測試對水的保溫效能時，以60oC作標準，根據溫度的高低可判斷

不同設計的保溫效能。但實際在煮食時，除了考慮食物是否熟透和溫度是否維持在衛生溫度，還

需要考慮食物是否可口，這是難以以科學數據量化的。以煮蓮藕、排骨、雞翼和牛腩為例，不同

人對食物的口感要求都有所不同，使用者必需多番嘗試才可掌握到自己喜愛的軟硬	黏韌程度，但

過程中並不能中途試味，因為一旦打開煮食保溫箱，熱能便會大量散失，這是使用這保溫箱的限

制。另外，煮食保溫箱使用過程中，水蒸汽凝結後形成的水珠有可能弄濕紙皮，多次使用後或會

令紙皮軟化及霉爛，長遠影響保溫箱的耐用性。因此製作煮食保溫箱時，需要細心用膠紙緊密包

圍內層，增加紙箱的耐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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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望

這次常識百搭的其他參展作品中，我們留意到友校同學設計了利用太陽的熱力加熱食物的「環保

太陽爐」，這引發了我們的想像。若我們的煮食保溫箱能與環保太陽爐結合，這發明將會是一個

可攜式、無需使用任何燃料的零碳煮食工具。我們朝着這夢想進發，希望將來成功研發，令大眾

受惠，亦為保護地球再盡一分力。

感想

何思昊同學：在這次探究過程中，明白了一組同學一起做研習的意義。幾個人一起做事，總比自

己一人做好，因為越多人就越多創新的想法。可是，有時也會出現「人多手腳亂」的情況。故

此，我要繼續學習如何與人合作做事。

吳業澧同學：我學會了做一個科學探究，需要經過很多試驗，而且需要大膽假設，小心求證。

舒宇佳同學：在這次的各個測試過程中學會了樂觀的素質，以及體驗了與組員合作和研究。我體

會到在做測試的過程中，每人需要分工合作，做好自己應做的工作，才能更有效率地完成任務。

葉昭彤同學：我學會了如何與人溝通和合作，因為做測試不能靠一人來完成。我認為這個研究很

有意義，因為這個煮食保溫箱很實用，而且都是選用一些低成本易獲取的物料。

招健熙同學：這次的探究很有趣，讓我學會很多有關熱傳播的科學知識，學習如何做科學探究，

又可以品嘗煮食保溫箱烹調的食物。而且這發明能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又環保，真有意

義！

黃允祈同學：透過這次經歷，我學了很多科學原理，例如熱的傳播。此外，學會了如何才能做到

公平測試和如何測試不同物料的保溫效能。最深刻的是在這個探究裏，為了測試煮食保溫箱的保

溫效能，嘗試烹煮不同的食物，增加了我對生活中的科學的好奇心。

參考資料

1.	熱的傳播（無日期）。2017	年5月2日，取自：南e國中學習網：

	 https://www.nani.com.tw/nani/jlearn/natu/ability/a1/3_a1_5_3.htm

2.	食物安全通訊（2016年第三期）。2017年5月4日，取自食物安全中心網站：

	 http://www.cfs.gov.hk/tc_chi/multimedia/multimedia_pub/multimedia_pub_fsb_201603.html

探究過程有系統而公
平，也能測試不同因
素。同學們亦嘗試了解
背後的科學原理，表現
認真，此煮食保溫箱可
行及可幫助有需要人
士。

學校：天水圍天主教小學

教師：陳穎欣老師、張玉均老師

組員：吳彥郴同學、符愷彤同學、何桉鈮同學、潘明慧同學、謝穎淇同學、卜星稀同學

本港有售的防蚊產品產品都含有化學成分	

DEET，但這種防蚊產品不受衞生署及漁護署

管制，故在無管制下，致含高濃度DEET產品

流入市面。至於家居用蚊香、液體電蚊香等

驅蚊產品，所使用的成份大多是人工合成化

學物，長時間使用會令部份人產生不適甚至

過敏反應，令人十分擔心。

在生活中，有組員發現在家中廚房擺放了大

蒜後，蚊患明顯比家中其他地方有改善，因

此，我們推想蚊子會抗拒氣味、顏色等因

素，所以打算試用一些食物廚餘來製成天然

而有效的防蚊用品，我們相信不少植物都有

天然的驅蚊保護功能。如果測試成功，這不

但可減少有毒物料的使用，更可以善用廚

餘，減少浪費。

在這題目下，我們曾作多方面的探究。開始時我們在研製捕蚊

器，打算在捕蚊器旁放置防蚊磚，從而測試它的防蚊效果。我

們上網搜集資料，發現運用砂糖、醱粉及水發酵而成的糖水能

有效捕蚊，於是我們便製作了兩瓶，把它們放在我校的種植長

廊上，經過一星期，發現它們果然能有效捕蚊。只是，我們發

現它的捕蚊情況不盡相同，可能它們的發酵情況有異。因此，

我們擔心捕蚊器的捕蚊能力會影響我們觀察防蚊磚的效能，於

是我們決定改用捕蚊紙，以減低當中的變數。

透過文獻和資料搜查，我們發現蚊子叮人的主

要因素有：一、溫度，二、二氧化碳，三、氣

味。是次探究，我們會參考以下原理及進行以

下測試：

驅蚊原理：自然界相生相剋和氣味原理

自然界中的動植物多種多樣，相互依存又相互

剋制，人類通過對動植物特徵的觀察和研究，

利用它們之間的相生相剋原理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人類利用天然植物的香氣來驅除蚊蟲便是

一個很好的例子。

運用捕蚊紙作測試：我們在不同的防蚊用品夾

附在捕蚊紙上（以不同的食物廚餘造成），從

而測試它們的防蚊程度。

探究意念

測試過程

科學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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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製作防蚊磚前，我們先要了解蚊對不同的食物廚餘(如大蒜、橙皮、茶葉渣)所產生的氣味的反

應，再以此廚餘造成防蚊用品，探討它們的防蚊功能及程度。

對照組：捕蚊紙

測試組：分別夾附大蒜、橙皮、茶葉渣的捕蚊紙

測試結果會拍照紀錄捕蚊的數量。為保持公平測試，捕蚊紙一同放置學校戶外長廊花圃，並以一

星期作測試時間。

預測結果：我們認為蚊應該最怕大蒜，因為它的味道濃烈，網上有部分資料也提出蒜能驅蚊。相

反，茶葉味道清淡，我們估計它的驅蚊能力不高。至於橙皮的味道是酸的，蚊應該會喜歡該味

道，所以驅蚊效果可能不大。

經過一星期，我們觀察捕蚊紙上的捕蚊情況如下：

捕蚊前 捕蚊後 捕蚊數目

對照組 約20隻

大蒜 約40隻

橙皮

   

約30隻

茶葉
(紅荼)

  

約15隻

茶葉
(綠茶)

約16隻

結果：大蒜是最不能防蚊的，反而吸引了最多蚊。橙皮也不太能防蚊，可能是因為它的酸味過了

幾天已淡化。相反，茶葉最能驅蚊，結果令人感到驚訝。於是，我們收窄範圍，集中探究茶葉的

防蚊情況，希望更清晰了解它的防蚊程度。接著，我們再進行了一次有關茶葉的試驗，以核實茶

葉是否真能防蚊。

經過一星期，我們觀察了捕蚊紙上的捕蚊情況如下：

結果：紅茶和綠茶的茶葉都能有效防蚊，夾附茶葉後，捕蚊紙所捕得的蚊隻比沒有夾附茶葉的捕

蚊紙少。因此，我們相信蚊不喜歡茶葉的味道而且會避開，因此茶葉具有一定的防蚊效用。

於是，我們運用兩類茶葉製成防蚊磚，以下是我們的製作步驟：

1.	量度50g白蠟及50g硬脂酸

2.	把白蠟和硬脂酸拌勻

3.	隔水加熱以融化白蠟及硬脂酸

4.	把茶葉擠壓、切碎

5.	把茶葉加在放涼了的白蠟和硬脂酸內、拌勻

6.	倒在模內

7.	成形後脫模、防蚊磚完成

捕蚊前 捕蚊後 捕蚊數目

對照組 約35隻

茶葉
(紅荼)

約20隻

茶葉
(綠茶)    約20隻

製作防蚊磚後，我們把它分別夾附在防蚊紙上，然後放在學校種植長廊觀察一星期，看看它們的

防蚊情況。一星期過後，我們觀察到捕蚊紙上的捕蚊情況如下：

捕蚊前 捕蚊後 捕蚊數目

對照組 約200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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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紅茶和綠茶茶葉都能有效防蚊，夾附茶葉後，捕蚊紙所捕得的蚊隻比較沒有夾附茶葉的捕

蚊紙少。順帶一提，由於這星期非常潮濕，蚊蟲滋生嚴重，所以所捕得的蚊子數目比之前大增。

測試了防蚊磚的成效後，我們希望使用一個更環保的製作方法，故此嘗試不用硬脂酸，並把使用

了數星期的防蚊磚循環再用。先把白蠟熔掉，並加入新的廚餘茶葉再造成新的防蚊磚，把它分別

夾附在防蚊紙上，然後放在學校種植長廊觀察一星期，看看它們的防蚊情況。一星期過後，捕蚊

紙上的捕蚊情況如下：

大蒜 約100隻

橙皮    約120隻

捕蚊前 捕蚊後 捕蚊數目

對照組 約40隻

茶葉
(紅荼)

約25隻

茶葉
(綠茶)    約20隻

結果：紅茶和綠茶茶葉都能有效防蚊，夾附茶葉後，捕蚊

紙捕得的蚊隻比沒有夾附茶葉防蚊磚的捕蚊紙少。經過一

連串的測試，我們發現茶葉的味道有一定驅蚊能力。我們

製作的防蚊磚能夠防蚊。只是，它不能完全杜絕蚊患。

在是次探究中，我們遇到不少的困難。首先，要排除及減少影響實驗的因素。例如放捕蚊紙在種

植長廊時，要觀察四周的環境，因為部份植物本來有驅蚊或防蚊的作用，如薄荷能驅蚊，如果我

們把捕蚊紙貼在這些植物的旁邊，捕蚊及防蚊效果皆會受到影響。另外，天氣也會影響測試，如

遇上雨天，雨水可能會把捕蚊紙上的蚊子沖洗去，天氣潮濕時的蚊量會大增，這些天氣情況都會

影響測試結果。

常常聽到很多人受到蚊患困擾，但坊間普遍的防蚊用品對人體都是有害的。因此，我們期望防蚊

磚可以為經常被蚊患困擾的人提供多一個防蚊用品選擇。防蚊磚是運用食物廚餘製作成，十分環

保，而且，防蚊磚的體積十分細小，使用者可以掛在袋上或擺放在室內，防止蚊蟲進入室內。還

有，它的製作方法十分簡單，只需花十多分鐘已可製作完成。我們真的希望大家可以在家裏製作

這件既防蚊又環保的小小防蚊磚。

在這次科學探究活動中，我們學會了很多有關科學的知識。在生活中，我們發現很多人受蚊蟲叮

咬的困擾，社會上的廚餘問題亦很嚴重，因此，我們希望透過此探究綜合解決以上的問題。我們

想到在製作環保防蚊磚的同時，也可運用食物廚餘減少浪費。在製作過程中，我們感到十分好

奇，探究的活動也很有趣。另外，我們學會了要分工合作，與組員和老師仔細討論每一個步驟才

進行測試，雖然我們的測試不是每次都順利，但是我們沒有放棄，繼續努力完成製作防蚊磚，因

此，研習過程讓我們獲益良多。此外，我們也學會了要彼此包容和尊重。

困難

總結

感想   

參考資料

Sizz(2015)	：<天然防蚊10法>，摘自http://www.sizz.hk/sizz-feed/%E5%A4%A9%E7%84%B6%E9

%98%B2%E8%9A%8A10%E6%B3%95/

維基百科(2017)：<防蚊液>，摘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2%E8%9A%8A%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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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科學(2014)：<蚊子還是打個不停？生活中的捕蚊妙招>，摘自http://pansci.asia/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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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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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同學們對整個探究表現
認真，既能有系統進行
科學探究，也能對所收
集的數據進行正確的分
析，令讀者更容易掌握
資料的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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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教師：李茵老師、梁俊鋒老師

組員：陳洛伊同學、唐越同學、林若宇同學、李泓毅同學

探究意念

科學原理

測試過程及結果

測試一：選出三種顏色最受歡迎的天然染髮劑

測試二：哪種物料適合製染髮膏

測試三：哪種比例製成的染髮膏黏稠度較佳

測試四：哪種染髮方法能令顏色加深

自製天然染髮劑：

常用的化學染髮劑含有苯二胺、阿摩尼亞等致敏的物質和重

金屬，這些物質對身體健康有影響。所以我們希望製作一種

天然染髮劑來取代化學染髮劑。

我們希望把頭髮放在一個穩定的光源下進

行顏色測量，所以自製了一個「測色箱」

。通過運用平板電腦下載有關軟件，測試

出頭髮HSV中V的值(V代表明度由0-100%)

。V值越小，表示顏色越深。例如：黑色

V=0，白色V=100。

1.	把以下材料煮成汁液：紅茶葉、普洱茶葉、金牌咖啡、特濃咖啡、熟地、黑芝麻。

2.	以10克材料+200mL水的比例煮10分鐘，過濾後取出汁液。

染髮：

訪問：

1.	把頭髮浸泡在汁液中，約一小時。

2.	取出頭髮，在45℃的清水中浸泡十秒。

3.	把頭髮先放進膠袋，再加入相同份量已稀釋的洗髮水。

4.	把膠袋放在「擦擦機」下來回擦五次。

5.	取出頭髮，放在45℃的清水中清洗乾淨。

6.	最後風乾頭髮。

訪問52位老師和家長，請受訪者在六種已染的頭髮中選三種。

問題：如果你需要染去白頭髮的話，會選哪三種顏色呢？	

結果：

結果：只有粟粉煮熟後變成膏狀，生粉和麵粉煮熟後變成一團，不適合製染髮膏。

結果：比例C、D黏稠度較適合；比例A、B製成的染髮膏會變成塊狀，不適合製成染髮膏。

材料： 麵粉、生粉、粟粉

材料：紅茶汁液、粟粉

自製天然染髮劑：

染髮：

洗髮：

第一位：紅茶（47人）	 第二位：普洱茶	（44人）	

第三位：金牌咖啡（27人）	 第四位：特濃咖啡（24人）

第五位：熟地	（10人）	 第六位：黑芝麻（4人）

1.	把以下材料煮成汁液：紅茶葉、普洱茶葉、金牌咖啡。

2.	以10克材料+200mL水的比例煮10分鐘，過濾後取出汁液。

3.	按比例C（5克粟粉+75mL汁液）、比例D（5克粟粉+100mL汁液）製成染髮膏。

方法一：用梳子把染髮膏塗在頭髮上，用保鮮紙包着待一小時。

方法二：用梳子把染髮膏塗在頭髮上，用保鮮紙包着，用大約60℃熱水毛巾敷着，放進保溫袋　　

　　　　中，為時一小時。

方法三：在染髮膏中加入5克鹽，用梳子把染髮膏塗在頭髮上，用保鮮紙包着待一小時。

1.	取出頭髮，在45℃的清水中浸泡十秒。

2.	把頭髮先放進膠袋，再加入相同份量已稀釋的洗髮水。

3.	把膠袋放在「擦擦機」下來回擦五次。

4.	取出頭髮，放在45℃的清水中清洗乾淨。

5.	最後風乾頭髮。

用以下比例把三種粉煮熟

用以下比例把染髮劑隔水煮熟

各種材料與水的比例

紅茶汁液與粟粉的比例

材料 比例	A 比例	B 比例	C

粉 5克 5克 5克

水 50mL 75mL 100mL

材料 比例	A 比例	B 比例	C 比例	D

粟粉 5克 5克 5克 5克

水 25mL 50mL 75mL 100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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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色：

結果：

結果：

紅茶染髮膏染的頭髮顏色（洗一次）

HSV中V的值（%）

紅茶染髮膏染的頭髮洗10次後顏色

HSV中V的值（%）

金牌咖啡染髮膏染的頭髮洗10次後顏色HSV中V的值（%）

洗1次與洗10次顏色對比

普洱染髮膏染的頭髮洗10次後顏色

HSV中V的值（%）

金牌咖啡染髮膏染的頭髮顏色（洗一次）

HSV中V的值（%）

普洱染髮膏染的頭髮顏色（洗一次）

HSV中V的值（%）

把頭髮放在測色箱中，利用測色軟件進行測色，測出HSV中的V值。

75mL=按比例C（5克粟粉+75mL汁液）			

100m=比例D（5克粟粉+100mL汁液）

hot=方法二：用大約60℃熱水毛巾敷着，放進保溫袋中

salt=方法三：在染髮膏中加入5克鹽

洗10次後，普洱茶及金牌咖啡染髮膏脫色較嚴重。但是，紅茶染髮膏大多沒有脫色，有些顏色反

而加深了。

75mL=按比例C（5克粟粉+75mL汁液）			

100m=比例D（5克粟粉+100mL汁液）

hot=方法二：用大約60℃熱水毛巾敷着，放進保溫袋中

salt=方法三：在染髮膏中加入5克鹽

1.	把染髮後的頭髮，洗十次，測試顏色的變化。

2.	把頭髮放在測色箱中，用測色軟件測色。

紅茶和普洱以方法二（用熱水敷）能令染髮顏色明顯加深，金牌咖啡以方法二、三都不能令染髮

顏色加深，反而變得更淺了。

1 2 3 平均

75mL 35.3 28.2 51.4 38.3

75mL	salt 47.1 37.3 39.6 41.0

100mL 38.4 47.8 26.7 37.6

100mL	hot 22.0 18.4 24.3 21.6

100mL	salt 33.7 28.6 48.6 35.0

1 2 3 平均

75mL 25.5 26.7 27.5 26.6

75mL	hot 12.5 12.5 21.6 15.5

75mL	salt 25.9 23.5 19.6 23.0

100mL 29.8 22.0 20.0 23.9

100mL	hot 12.2 15.3 12.9 13.5

100mL	salt 26.9 27.1 22.7 25.6

1 2 3 平均

75mL 18.4 28 18.4 21.6

75mL	hot 16.7 17 13.3 15.6

75mL	salt 25.9 23.5 17.3 22.2

100mL 18.4 9.8 11.4 13.2

100mL	hot 21.2 20.8 20 14.8

100mL	salt 22.4 23.9 19.2 21.2

1 2 3 平均

75mL 37.3 43.9 38 39.7

75mL	hot 42.4 40 40.4 40.9

75mL	salt 40.4 36.9 45.5 40.9

100mL 40 43.9 48.6 44.2

100mL	hot 39.6 49.4 32.2 40.4

100mL	salt 38.4 36.9 40.8 38.7

1 2 3 平均

75mL 39.2 25.9 40 42.1

75mL	hot 27.5 24.3 29 26.9

75mL	salt 36.1 45.9 42.4 41.5

100mL 45.5 24.3 36.9 35.6

100mL	hot 22 28.6 33.7 28.1

100mL	salt 39.6 42.4 34.1 38.7

1 2 3 平均

75mL 28.2 24.3 24.3 25.6

75mL	hot 31.8 23.1 32.9 29.3

75mL	salt 43.9 30.2 51.8 42.0

100mL 22.0 36.1 24.7 27.6

100mL	hot 33.7 41.6 28.8 34.7

100mL	salt 43.9 34.9 41.6 40.1

測試五：色牢度測試

紅茶 紅茶 普洱 普洱 金牌咖啡 金牌咖啡

洗1次 洗10次 洗1次 洗10次 洗1次 洗10次

75mL 26.21 21.6 38.3 42.1 25.6 39.7

75mL	hot 15.5 15.6 22.9 26.9 29.3 40.9

75mL	salt 23.0 22.2 41.0 41.5 42.0 40.9

100mL 23.9 13.2 37.6 35.6 27.6 44.2

100mL	hot 13.5 14.8 21.6 28.1 34.7 40.4

100mL	salt 25.6 21.2 35.0 38.7 40.1 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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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困難及改良建議

感想

鳴謝

參考資料

無論用不同的方法，以及洗一次或洗十次，用紅茶染髮膏染色的頭髮都是最深色，而且我們有個

發現，洗十次後，紅茶染髮膏染色的頭髮沒有脫色，顏色反而加深了。因此，我們可以在家中運

用紅茶製作天然染髮膏來取代化學染髮劑，減少對身體傷害，同時也可以保護環境。

我們應該模擬在人頭上做染色實驗，以免有效果的偏差。每個人的頭髮性質不一，效果會因人而

異。

各位組員的家長及各位老師

1.	Giga	Circle(N.D.)：教你自製幾種純天然染髮劑，檢自	

	 http://tw.gigacircle.com/1742625-1，瀏覽日期：2017年	

	 5月25日。

2.	每日頭條(2016)：黑豆新妙用自製染髮劑全植物天然，	

	 對頭髮沒有危害，檢自https://kknews.cc/zh-hk/health/3x	

	 my83.html，瀏覽日期：2017年5月25日。

3.	壹讀(2015)：天然染髮劑怎麼做，檢自https://read01.	

	 com/d4BA6E.html，瀏覽日期：2017年5月25日。

唐越同學：這次的測試中，我們都發揮了團體精神，也學到了不少科學知識，獲益良多。

林若宇同學：在這次的探究中，我學會了團隊合作精神，還有不同的科學知識。

李泓毅同學：我覺得這個測試很有趣！因為這個測試的過程很創新。

陳洛伊同學：我們終於完成了測試。想起一開始還未決定好主題的時候，那時我們十分緊張。後

來得到了靈感，令我們可以繼續做下去。

探究意念新穎、有趣及
實用，同學們又能嘗試
運同不同物料替頭髮染
上顏色，認真進行測
試，值得嘉許。建議報
告裡如能清楚說明V和解
釋為甚麼只有粟粉適合
製染髮膏會更佳。

學校：東華三院姚達之紀念小學（元朗）

教師：陳淑娟老師、梁偉文老師

組員：李卓志同學、游雅妍同學、陳泓翟同學、劉家祺同學、王曉鏇同學、鍾焌偉同學

探究意念

科學原理

測試材料

測試過程

牆壁冒出水珠：

測試一：測試哪種物料的吸濕效果會較為理想、測試物料的擺放方式會否影響吸濕的效果

製作步驟：

我們生活在地球大氣層內，必須適應各樣的物理特性如濕度、溫度和降雨等。四季的變化影響着

我們的活動，在香港，每逢2月至4月的雨季，天氣會又冷又濕，我們便會受很討厭的潮濕天氣所

困擾，由於學校的牆壁的物料不能有效吸濕，因此學校的牆壁都冒出水珠來。若潮濕天氣持續，

細菌更會大量繁殖，影響物品的可使用性，例如皮手袋、電子產品等均容易因受潮而發霉或發生

故障。

吸濕的方法有很多，例如可使用抽濕機或除濕劑，但這些吸濕方法既浪費電力又不環保，它們當

中有些更屬於一次性使用及含有有害物質，因而造成固體廢物及浪費。是次研究針對除濕的方

法，研究如何利用身邊的材料，設計既吸濕又保環的「吸濕保寶」，有效將室內的濕度減低，並

達到低碳吸濕。

牆壁的表面温度較低，空氣中的水氣在遇上這些表面時便形成凝結小水珠，而牆壁又未能有效地

吸濕，所以在「回南天」時，牆壁的表面經常出現水珠。

1.	收集果皮

2.	把吸濕物料─果皮加熱焗乾或曬乾

3.	不同的果皮製作成不同擺放方式的吸濕裝置（鋪平及串起）

4.	每次測試後，均需要把吸濕裝置放置於太陽下曬乾，以便重複使用

果皮、塑料裝置、焗爐、針線、剪刀、電子磅、USB噴霧器、透明膠箱、USB拖板及計時器

找出最能吸濕的物料、以及物料擺放方式、包裝方式和物料形狀對物料吸

濕效能的影響，並詳細記錄了整個測試過程。

水蒸氣是水的三態中其中的一種形態，而濕度則是指空氣中水蒸氣的含量。香港在地理位置上，

屬亞熱帶氣候帶，因此，在春季時，香港常常受到濕暖的海洋氣流影響，出現潮濕天氣，如出現

春季的霧。

廣東沿海域的海面溫度仍較低，當從海洋而來的暖濕空氣靠近時，氣溫受較冷的海面影響而下

降，空氣中的水氣便會凝結成小水滴，出現霧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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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製吸濕裝置實物圖：

吸濕裝置 物料
擺放方式

i串起 ii鋪平

A 橙皮

B 檸檬皮

C 柚皮

D 水瓜囊

測試過程：

測試前，先量度所製成的吸濕裝置的重量，並記錄數據，然後進行測試。於測試後，再量度吸濕

裝置的重量，並記錄數據。由於在浴室裏進行實驗是很難保持室內濕度的穩定性，因此，預先準

備一個密封的盒子(有蓋的透明膠箱)，並在箱內放入USB噴霧器放濕，以模擬潮濕的天氣。同時，

在USB噴霧器的旁邊，放入自製的吸濕裝置。

放置USB噴霧器進行的快速測試

變項控制：

結果及分析：

為了達致探究結果的準確性，公平測試是十分重要的。在測試時，要注意每次只可改變其中一項

變項。例如改變物料種類或改變其擺放方式。因此，在過程中，嘗試改變吸濕裝置的物料和吸濕

裝置的物料的擺放方式(i.鋪平或ii.串起)，並進行測試。此外，在測試時，吸濕裝置的吸濕時間及

USB噴霧器的擺放方式均保持一致。

於首次測試時，把測試時間設定為5分鐘，以觀察吸濕裝置的吸濕效能。結果得出不論物料或擺

放的方式，吸濕裝置的重量並沒有轉變。因此，嘗試延長了測試的時間(由5分鐘加至15分鐘)。經

過進行對照實驗，有以下的發現：

第一次改良及建議─延長測試的時間：

公平測試：	每一個箱內均放有盛100g水的膠杯，進行2天測試。

通過2天後的測試，我們發現不論橙皮、檸檬皮、柚皮及水瓜囊在串起或鋪平的條件下均有3g的

吸濕量。

在測試的過程中，考慮該設計在操作或應用時會出現的問題，並提出改善及優化設計。例如：

「如果增長放濕的時間，物料是否仍然有同樣的吸濕效能？」，以USB噴霧器的測試方式雖然

較為快速，但可能無法給予吸濕裝置足夠的時間吸收空氣中的水蒸氣，所以建議延長測試的時

間，兩天後量度吸濕物料的重量，以了解吸濕物料的功用。	

通過初步的製作和測試，發現檸檬皮無論在串起或鋪平的擺放方式下，其吸濕效果均維持不變，

而橙皮、檸檬皮、柚皮及水瓜囊在鋪平的條件下均能吸濕2g。整體而言，鋪平的擺放方式較串起

的擺放方式更能吸濕。

第一次測試： 第二次測試：

以USB噴霧器噴射：
(當天濕度約89%

、21OC)

(15分鐘後)

吸
濕
裝
置

物
料

擺放方式
測試前
重量

測試後
重量

吸
濕
量

A
柚
皮

i.	串起 145g 145g 0g

ii.	鋪平 137g 139g 2g

B
橙
皮

i.	串起 157g 157g 0g

ii.	鋪平 113g 114g 1g

C
檸
檬
皮

i.	串起 111g 113g 2g

ii.	鋪平 110g 112g 2g

D
水
瓜
囊

i.	串起 73g 74g 1g

ii.	鋪平 78g 80g 2g

以USB噴霧器噴射：
(當天濕度約87%

、22OC)

(15分鐘後)

吸
濕
裝
置

物
料

擺放方式
測試前
重量

測試後
重量

吸
濕
量

A
柚
皮

i.	串起 145g 145g 0g

ii.	鋪平 133g 135g 2g

B
橙
皮

i.	串起 156g 158g 2g

ii.	鋪平 113g 114g 1g

C
檸
檬
皮

i.	串起 111g 113g 2g

ii.	鋪平 110g 112g 2g

D
水
瓜
囊

i.	串起 73g 74g 1g

ii.	鋪平 78g 80g 2g

把100g水放置於密閉空間：
(當天濕度約70%、28oC)

(2天後)

吸濕裝置 物料 擺放方式 測試前重量 測試後重量 吸濕量 剩餘水量

A 柚皮
i.	串起 144g 147g 3g 96g

ii.	鋪平 134g 137g 3g 95g

B 橙皮
i.	串起 157g 160g 3g 95g

ii.	鋪平 114g 117g 3g 96g

C 檸檬皮
i.	串起 112g 115g 3g 96g

ii.	鋪平 111g 114g 3g 96g

D 水瓜囊
i.	串起 72g 75g 3g 96g

ii.	鋪平 78g 81g 3g 96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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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延伸改良測試：

改良項目：

注意事項：

改良項目： 只可改變一個變項以作公平測試

在發現鋪平的擺放方式較能吸濕後，希望進一步改良吸濕裝置的效能，故加入以下的改良項目。

(1)	不使用快速吸濕的方法：為避免水分只是黏附或噴灑在物料的表面，而非真正吸濕，因此，在

	 	後期的測試中，我們選擇以較長時間的吸濕測試以代替噴霧器。

(2)	統一物料的重量：以方便及公平比較物料的吸濕效能。

(3)	加入對照實驗：預留一個空的塑料儲物箱，把100g水放置於密閉空間，內裡並不放置任何吸

	 	濕物料，以觀察物料會否有吸濕效能？

（1）包裝方式（茶包vs防蚊網）

（2）	物料的形狀（塊狀vs條狀vs粒狀vs碎狀）

測試二： 測試包裝方式會否影響物料吸濕效能、物料的形狀會否影響物料吸濕效能

物料 1.	塊狀 2.	條狀 3.	粒狀 4.	碎狀

A 柚皮

B 橙皮

C 檸檬皮

D 水瓜囊

•	測試物料需選用同一批次及經過統一處理加工(如曝曬過程)。另外，測試後的物料亦會重置於

陽光下曝曬，以便重用。

•	每個塑料儲物箱、膠水杯、防蚊網、茶包等，均選用相同型號。另外，水杯與吸濕裝置的距離

維持一致，以製造公平測試的條件。

•	於測試的課室貼上「測試進行中，請勿觸碰」的字句，以免有其他因素影響測試結果。

結果及分析：

(1)	 在沒有放置任何吸濕物料的塑料儲物箱中，我們發現原先放置的100g水並沒有改變，初步觀

	 察及認為，若塑料儲物箱內放置吸濕物料便能吸去箱內的水分。

測試限制：

李卓志同學：透過實驗過程，學到如何進行公平測試及改良測試，以獲得更可靠及準確的實驗結

果。而在測試的過程中，我亦會遇到和預測不一樣的情況。例如在測試物料時，我們先測試5分

鐘，以量度吸濕物料前後的變化。但物料的重量最後並沒有任何改變。因此，我們需要討論延長

測試的時間，以作觀察。此外，在過程中，我學習到要互相合作，嘗試把個人的意念清楚地表

達，讓組員同意及配合。若只有我自己參與這活動，趣味性一定會相對減低。

游雅妍同學：透過實驗，不單認識到潮濕天氣對日常生活的影響，在學習過程中，我更明白我們

可以善用物料，製作吸濕工具來改善生活環境。看似最普通不過的課題，其實也對人類生活有很

大的影響。我相信還有許多不同的物料及課題等待我們發現。我忽發奇想，如我們再努力鑽研，

可能可進一步改善嬰兒所用的吸濕尿片。

陳泓翟同學：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常識百搭活動。一開始，覺得這個活動沒甚麼大不了的東西。但

是，在活動當中，我郤發現我學會很多知識與技能。有一次，我們的小組需要想一想探究的環保

物料。回到家，我立即嘗試和爸爸一起準備在校內小組中曾討論過的物料，以助進行實驗。此

根據觀察，我們認為塑料儲物箱內放置吸濕物料能有效吸去箱內的水分。最後，我們選擇以檸檬

皮作為吸濕物料，並採用鋪平及塊狀的方式製作。因為在測試的過程中，我發現這個情況下吸收

水蒸氣會較多，而且在快速測試的條件下吸濕量亦相對穩定。另外，檸檬皮較柚皮更容易取得，

一般不受季節轉變的影響。此外，檸檬皮氣味亦較柚皮更芬芳，並有除臭功用。

另一方面，雖然我們發現塊狀及條狀的吸濕效能輕微優勝，但碎狀在準備過程中需更多的加工步

驟，並容易產生碎屑，所以不便於家居處理。因此，總括而言，我們選擇以檸檬皮作為首選吸濕

材料，而次選則為橙皮，並採用鋪平及塊狀的方式製作吸濕「保」寶。

把植物廢料轉化為濕度調節

器。這個濕度調節器的用法

非常簡便，它只需放置家

居，亦有吸濕功效。如它的

吸濕效果開始下降，可將它

曬乾後便可再用。

(1)	 限於我們使用的電子磅只能提供整數的數據，未能收集小數點的數位。

(2)	 重測當天的氣溫及濕度均不一樣。

(3)	 資源所限，未能於每一個箱中放置一個電子濕度器，以收集更多的參考數據用作比較濕度的		

	 差異。

(4)	 塑料儲物箱沒有膠帶，難以絕對確保塑料儲物箱是否密封和可否防止外界濕度影響箱內的濕度。

(5)	 環保物料還有很多，如咖啡渣、鹹水草、開心果殼、龍眼殼、茶葉等，但限於物料的擺放方		

	 式、形狀、可用物資及可投放的探究時間，故未有進一步探究。

總結

應用

感想

(2)	 經測試，包裝方式對吸濕功效並沒有造成極為明顯的改變。吸濕物料大致上均維持1g至2g的		

	 吸濕量。

(3)	 經測試，物料的形狀對吸濕功效並沒有造成極為明顯的改變。吸濕物料大致上均維持1g至2g		

	 的吸濕量。但塊狀及條狀的吸濕效能輕微優勝，碎狀的物料的吸濕量更穩定地維持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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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在過程中，我首次親手製作吸濕器。我把準備的材料以針線縫到一個膠籃中，然後與組員合

作設計測試的環境佈置。在過程中，更要考慮到每一個變項與細節，以確保測試是在公平的情況

下進行。最後，我們亦努力地改進我們的實驗品，讓更多人分享到我們的探究成果。

劉家祺同學：在準備的過程中，發現了看似並不起眼的果皮，原來是一些重要的物料，不單有助

吸濕，亦十分環保。相反，商店出售的大部分吸濕物料並不環保，如不適當處理，更會對人體造

成傷害。這次常識百搭活動令我學習到多觀察。如在日常生活中，應該繼續努力細心觀察，多思

考更多循環再用的物料，善用地球資源。

王曉鏇同學：在活動中，當我遇到困難，許多時候，我也會主動向我的組員提出，他們亦願意幫

助我一同解決問題。例如，在製作吸濕器的期間，組員十分樂意教我如何調整果皮擺放的位置，

另外，在測試過程，我不小心地做錯了一步，我沒有按時間掣，因此測試便要重新修正，所以我

明白測試者要非常細心。而隨着測試的變項增多，要更仔細檢查測試的物料，以免出現不公平性

或錯誤地收集數據。

鍾焌偉同學：在過程中，透過實驗，我認識到不同的量度重量的工具。此外，透過此活動了解到

液態的水和水的蒸發，對水的特性有更深刻的理解，例如實驗當中涉及水的形態轉換。最令我印

象深刻的是在加熱及焗乾果皮時，我們為節省時間，不小心把果皮弄焦。其後，我們將部份收集

到的果皮放在學校的窗台，以陽光曬了一段時間後，果皮便乾了。我發現做實驗非常需要耐性。

此外，在準備果皮期間，我們遇到潮濕天氣，所以未能獲得足夠的太陽能量，令我們所準備的塊

狀、條狀、粒狀及碎狀的果皮物料均出現發臭及發霉現象，導致整個課室出現異味。因此，我們

需要重新準備果皮，包括加入慢焗及重新晾曬的步驟，並注意室內的通風。

參考資料

1.	 香港天文台(2017)：《霧之解說》，檢自http://www.hko.	

	 gov.hk/education/edu01met/wxphe/ele_fogc.htm

2.	 香港天文台(2017)：《再談霧》，檢自http://www.hko.	

	 gov.hk/education/edu01met/wxphe/ele_fog04_c.htm

3.	 香港天文台(2017)：《濕度測量》，檢自http://www.hko.	

	 gov.hk/education/met_instrument/met_instrument_chi/		

	 humi_chi.htm?flash=1

4.	 香港天文台(2017)：《每日數據摘錄》，檢自http://

	 www.weather.gov.hk/cis/dailyExtract_uc.htm?y=2017&m=4

5.	 生活裡的科學(2015)：《萬無一「濕」除濕劑》，檢自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7fikQwS2n0

6.	 現代教育研究社STEM編輯委員會(2016)：《誰是吸濕	

	 王》，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

研究十分有系統，能
公平地比較不同的果
皮。同學們的測試設
計良好，意念創新，
並能把其吸濕功能應
用於日常生活。

30
min

學校：陳瑞祺（喇沙）小學

教師：黃志鴻老師、羅燕珊老師

組員：陳可晴同學、林銘浠同學、梁逸希同學、殷泳瑜同學、陳浚銘同學、丘家翹同學

探究意念

科學原理

探究過程

每年冬天，香港人都會消耗大量即棄暖包，釋放大量的

化學物質，破壞環境，所以我們要減少使用即棄暖包，

以達到環保的目的。這次我們會探討哪一種環保物料及

布料較適合用來製作環保暖包。

當物體被置於微波傳播空間中，在微波高頻振盪的電磁場作用下，物體中的水分子的方向會隨

振盪電場一起振動。在振動中，分子與分子互相摩擦，從而產生熱能，這種振動在物體的內外

各部分同時發生，因此微波能夠在很短的時間內，把有水分的物體加熱。

1.利用電子磅把各款食材
量度為100g一份

2.把已量度好重量的食材
放進不織布袋裏

4.把暖包放在紙杯裏，
利用酒精溫度計量度溫
度，每五分鐘記錄一次

3.把暖包放進微波爐加熱兩分鐘

比熱容代表將1kg物質的溫度提高或下降1℃所需的能量。

比熱容越大，溫度變化越小，故相對較為保溫。比熱容的公式為：

E＝MC△T

E＝能量（單位焦耳	J）

M＝質量（單位	kg）

C＝比熱容（單位	Jkg-1℃-1）	
△T＝溫度相差（單位℃）

微波爐的原理：

比熱容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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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準備八種材料：米、沙、薰衣草、鹽、黃豆、黑豆、紅

豆、白芍，然後量度材料的所需重量，再把所需重量放進

不織布袋，然後放進微波爐內加熱兩分鐘，再利用溫度計

量度溫度，以測試這八種材料中，哪些材料的保溫效能較

好。

比較不同材料製作的暖包使用多次後的保暖情況，並把分

別裝着八種不同材料（米、沙、薰衣草、鹽、黃豆、黑

豆、紅豆、白芍）的環保暖包翻熱十次，然後記錄第五次

及第十次的溫度作比較，找出較為耐用的環保暖包。

在這次測試中，以米、黑豆、紅豆及鹽的表現較佳。微波

爐加熱後起5分鐘溫度最高的是米，溫度為83℃，其次是紅

豆（82℃）、黑豆（75℃）及鹽（74℃）。30分鐘後，以

米、黑豆及紅豆的表現較佳，分別為55.2℃、52℃、51℃

。我們估計它們所含的水分較多，吸收微波能量後產生熱

能較多，由於水的比熱容較高，所以材料中水份越多的都

較為保溫。鹽的下降速度比其他材料較快，證明其比熱容

較低。於測試一中，以薰衣草及沙溫度變化最少所以升溫

的效果最差。

測試一：

測試二：

測試結果及分析：

測試結果及分析：
同學正量度各個暖包的溫度並進行記錄

測試結果及分析：

當初估計以牛仔布製作的暖包效果較好，但結果相反，以

牛仔布製作的暖包的效能最低。我們估計是因為它的厚度

較厚，阻擋了紅豆及米吸收微波的效能。從圖表四可見，

毛巾及麻布的保暖效能最高。建議選用毛巾作為製造暖包

的布料，因為毛巾較容易在一般家庭環境下找到，其效能

與麻布相約。

經過不同的測試後，以紅豆及米的保暖效能較好，因此，它

們適合用來製作環保暖包；另外，我們可以選用毛巾或棉布

作為製作暖包的容器。為保護環境，大家可以嘗試利用家中

的環保物料來製造這些不會破壞環境的暖包吧！

1.	香港教育城（2017）：微波爐運作原理http://minisite.proj.	

	 hkedcity.net/edbosp-te/cht/learning_and_teaching_resources/	

	 resources_list.html?id=4ef2dcf86a0b627217450700

2.		維基百科（2017）：比熱容https://zh.wikipedia.org/wiki/比	

	 熱容

總結

參考資料

實用性及環保性高，探
究手法及測試夠全面。
需留意包裝袋會影響加
熱，量度材料溫度（開
始）時間應一致。

測試哪一種布料效能較好，適合用來製作環保暖包。我們會利用50g紅豆及50g米作為環保暖包的

材料。我們使用了以下五種布料作測試。

麻布 牛仔布 毛巾 棉布 不織布

測試三：

測試結果顯示，米和紅豆經多次加熱後仍能保持良好的保暖效能。從圖表三可見，於翻熱十次

後，米和紅豆在30分鐘後的溫度仍然能保持於63℃及61℃。相反，鹽、薰衣草和沙的保暖效能

最低，經多次加熱後，其保暖效能大幅下降。我們估計是由於米和紅豆經加熱後仍能保持較多水

分，令它們比其他材料較保溫。因此，我們建議自製環保暖包時可使用紅豆及米作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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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葉恆生老師、許珊珊老師

組員：黃曉晴同學、陳建政同學、葉禹佟同學、鄭銳桄同學、王露同學、鄧小雯同學

學校：九龍婦女福利會李炳紀念學校

探究意念

科學原理

探究過程、測試及結果

根據「世界泡麵協會」統計，2015年全球

對即食麵總需求量達977億包。當中中國（

包括香港）便佔404億包，佔世界總需求

41%，除了外面的包裝外（包括膠袋及發泡

膠），還有內裏的調味料包及配料包，每

年因為進食即食麵而繁衍的膠袋數量高達

2931億個，間接對環境造成污染。即食杯

的杯及蓋主要以聚乙烯、發泡聚苯乙烯和聚

丙烯製造而成。這些有害物質有機會從接觸

材料遷移到食物中，危害人體健康。市面上

部分杯麵被檢測出有害物質遷移到食物中，

含量雖然符合標準，唯情況亦令人關注。另外，2015年廢塑膠於堆填區的棄置量為每日2,183公

噸（佔都市固體廢物的21%），較2014年上升了8.3%。但塑膠物料的回收率近年亦逐步下跌，由

2012年的32%持續下降至2015年的11%。結果被棄置在堆填區的塑膠量越來越多，令堆填區的壓

力日增。重要的是，即食麵袋是複合物料製成的袋，不能回收。即食麵的味道主要來自附加的調

味包，主要成分為味精、鹽及醋。吸食過多味精可能導致過敏，令心跳加快、作嘔、失眠、腸胃

不適。我們希望透過不同的測試，利用廚餘（果皮）測試出調味塊及可分解的即食面包裝，令我

們在進食即食杯麵能夠更環保，更健康。

再造紙：再造紙是將物料纖維重組，將不同的纖維形成不同的紙張。經過打壓之後，纖維就會集

中在一起。此外，經過煮的過程會加速植物纖維分離，而抄紙的原理是將紙漿纖維重組。

植物塑膠：植物塑膠又稱為生物可分解塑膠，是一種可以在自然界分解的塑膠材。這種塑膠在

製型方式和一般用途的使用方面仍和傳統塑膠相差無異。它們可於多氧環境下，在土壤中由微生

物、水及氧等分解成二氧化碳及水。這種塑膠比傳統塑膠對環境污染危害大幅減少。因為成分來

自植物，能於自然環境中分解，一般需要11-25個月，如在高溫（60℃-70℃）及高含水率（50%-

60%）環境下，則只需50多天。澱粉中的蛋白質會因為不同原因而出現變性，包括強酸、強鹼、

加熱等。蛋白質在強酸混和下，蛋白質會斷裂和打散蛋白質的結構成小份子，並把這些打散的小

分子重新造成一個新的固體。我們製作的植物塑膠，便利用醋把鷹粟粉中的蛋白質打散並重新造

成一個新的固體。

材料：橙皮／檸檬皮（10mL）、水（10mL）、鷹粟粉（15mL）、

	 	 木薯（攪碎）（10mL）、鹽（1匙）

製作方法：

1.	把果皮洗和浸至軟身（約加熱20分鐘）

2.	打漿（約10分鐘）

3.	焗爐100度10分鐘

測試：

1.	以不同分量的傳統調味料操縱變因及不同種類的果皮為操縱變因，找出合適分調味作健康調味塊。

反思及修訂：

測試一結果中檸檬皮製成的調味塊苦，原因檸檬皮的苦澀味太重及太鹹，而1茶匙橙皮較佳。調

味塊經焗爐焗後，易裂開。所以嘗試加入木薯皮，與橙皮混合及鷹粟粉加強韌度及黏度以致不易

裂開。

註：「●」為鹹的程度：「●」為最低；「● ● ● ●」為最高

2.	包裝模式為變因（不同形狀的調味塊）

A. 果皮調味塊；

吃得更環保：市面上的即食麵以膠袋、發泡膠或鋁箔作包裝，這些物料無法被自然分解。學校午

膳供應商每星期均會向所有學生提供水果，同學吃完水果剩下的果皮廚餘為原料。因為果皮含有

大量纖維，利用其韌度製作包裝。由於果皮可於自然分解，對環境零污染。

吃得更健康：市面上的即食麵內的調味料內的成份主要是鈉鹽，對健康有害。利用水果副產品為

原料，結合可調式鹹味概念，製成可調式「健康調味塊」，例如飲珍珠奶茶時可自選正常甜、七

分甜、半甜等。在食麵時可以透過「健康調味塊」攝取天然豐富的膳食纖維。

橙皮

橙皮+木薯皮+鷹粟粉

圓形的調味塊較好

易裂開 易裂開 易裂開

橙皮+木薯皮

鹽的份量 檸檬皮（40mL） 橙皮（40mL）

橙皮 ● ●

柚子皮 ● ● ● ● ●

1.5茶匙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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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果皮再造紙 （外包裝）：

C. 植物塑膠（外包裝）：

1.	以不同種類的果皮為操縱變因，找出合適的來製包裝盒	（韌度要較高）

1.	製作材料／過程：

2.	不同造紙的方法為操縱變因，找出合適的方法製作果皮造紙

註：1匙（15mL）、果皮	x	2.5mL				

2.	以不同包裝模式為操縱變因，找出符合衛生、可行、美觀及環保的概念來包裝即食麵。

測試 果皮份量 結果

橙皮 6個橙皮（1量杯） 不成型，「紙張」薄了，曬乾後裂開

柚子皮 1個柚子皮（1量杯） 易散、韌度不夠

雜果皮
3個番石榴皮、2個雪梨皮、1個橙皮、1個檸

檬皮、半個柚皮、2個蘋果皮（1量杯）
韌度較好

橙皮：

步驟：

1.	浸果皮

2.	將果皮打成漿狀

3.	將果皮反覆煮使得植物纖維	

	 分離

4.	將果皮打成漿狀

5.	抄紙讓紙漿均勻分佈在竹篩

6.	壓紙

反思及修訂：

橙皮再造紙製作，由於果皮顆粒太小，不夠密，導致「紙張」曬乾後裂開，而且「紙張」太薄

了，除此之外，「紙張」還粘在墊子上，所以經過我們的討論，我們決定把墊子換成膠板、紙，

但效果也不理想。柚子皮再造紙方面，我們發現單一種水果做紙的效果沒有那麼好，而且「紙

張」還粘在墊子上及易裂開，所以我們決定在第三次測試時把所有果皮混在一起，可能韌度會比

較高。雜果再造紙方面，雜果皮混在一起，韌度會比較高。可惜，成形的再造紙太小，不能完整

一張，不能製成袋或盒形。以上測試發現再造紙未能成袋形狀，討論後嘗試植物塑膠，測試可否

製成韌度較好及較堅固的包裝，因為植物塑膠可被分解，對環境有幫助。 反思及修訂：

用粟粉所製成的塑膠中，質地（測試1－3）較硬及脆，而且不能摺及容易裂開。用澄麵所製成的

塑膠中，質地較柔軟，韌度較佳。沒有添加甘油的物料容易破裂且不能捲曲，加了甘油造成的物

料則可以捲曲。我們最後決定用測試5製塑膠的比例包裝即食麵。另外，製成器皿較易裂開，且

難成型，故決定以袋作為包裝，且較美觀。

果皮再造紙方面，製作果皮再造紙時，壓紙時較難把再造紙定型，紙張亦較難從紙板抽起。果皮

再造紙原材料為果皮，有機會因不同因素令再造紙發霉。果皮植物塑膠方面，製作果皮植物塑膠

時，較難控制其柔韌度，往往因為過硬而出現裂痕或過軟而未能成形。因為其結構特點，令製作

器皿時較難成形，往往未組合成立體時，植物塑膠已經出現裂痕。

如果再探究再造紙，可考慮利用蔬菜取代果皮製作再造紙。觀察蔬菜再造紙的成效，並在未來日

子，測試利用再造紙及植物塑膠製作成杯麵形狀，針對植物塑膠的厚度，測試將植物塑膠製作成

更薄。

柚子皮：

步驟：

1.	將果皮打成漿狀

2.	將果皮反覆煮使得植物纖維	

	 分離

3.	將果皮打成漿狀

4.	抄紙讓紙漿均勻分佈在竹篩

5.	壓紙

雜果皮：

步驟：

1.	將果皮反覆煮使得植物纖維	

	 分離

2.	將果皮打成漿狀

3.	將果皮反覆煮使得植物纖維	

	 分離

4.	將果皮打成漿狀

5.	抄紙讓紙漿均勻分佈在竹篩

6.	壓紙

粟粉 澄麵 白醋 甘油 水 果汁 果皮

測試1 9匙 － 2匙 － 9匙 9匙 橙皮

測試2 6匙 － 2匙 － 6匙 6匙 橙皮

測試3 6匙 － 1匙 1匙 6匙 6匙 橙皮

測試4 － 3匙 1匙 1匙 3匙 2匙 橙皮

測試5 － 3匙 1匙 1匙 5匙 － 橙皮

器皿

測試1

柔韌度：硬

測試3

柔韌度：較軟

測試5

柔韌度：軟

包裝袋

困難與限制

改善或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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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曉晴同學：在製造「包裝紙」時，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特別是造紙的最後一道坎——「抄		

紙」。我們費盡心思，嘗試各種各樣的方法，可是「紙」依然是粘在報紙上。

王　露同學： 在焗調味塊時，調味塊不是太濕，就是乾到裂開，而且加上果皮原本的味道，吃起

來又苦又鹹，混合果皮的再造紙有香味，而且韌度較好，但是卻無法成行，改用植物塑膠，就有

一股醋味，所以我覺得要做好這些調味塊和包裝紙，真的很難。

葉禹佟同學：我覺得（檸檬味）調味塊試上去很怪,後來我們改進變成橙味,看上去很好吃,但是有

點苦。煮植物膠時聞到有好多醋味!

鄧小雯同學：在製作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例如果皮紙貼在紙張上就無法拿出。調味料	

塊焗乾後會裂開，形狀非又平，又圓，而是千奇百怪的形狀。經過多努力，雖然果皮紙和調味塊

成功，但形狀無法固定。

感想

參考資料

世界方面麵協會（2015）：世界方面麵總銷量排行榜，取自http://instantnoodles.org/cn/common_

cn/pdf/CN_MARKET_VOLUME_3LG_A4_2016.pdf

食物環境衞生署（2009）：　即食杯麵容器的食物安全問題，取自http://www.cfs.gov.hk/sc_chi/

programme/programme_rafs/files/ras36_Report_Cup_Noodle_Container_CHI.pdf

環境保護署（2015）：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取自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sites/de-

fault/files/msw2015tc.pdf

廣興紙寮（2017）：<紙的發明>，取自	http://www.taiwanpaper.com.tw/

魏耀揮（1986）：《生物化學原理》。		臺北市，國立編譯館。

彭清勇、李嘉展、林雪良等（2011）《食物學原理與實驗》。台灣，新文京開發出版股份有限公

司。

探究題目既有趣，又切合
環保意念，惟建議同學們
想出更完善的測試方法，
例如考慮運用其他材料。
另外，宜解釋為什麼鷹粟
粉中含有蛋白質，其他成
份又能否提供蛋白質?

教師：郭振業老師、林潤薇老師

組員：戴穎芯同學、陳渙嵐同學、余嘉殷同學、羅啟傑同學、黃淨熙同學、鄺羡恩同學

學校：澳門培正中學

探究意念

科學原理

測試材料

測試設計

冬天將到，很多時候我們會用不同的保濕液

來保護我們的皮膚，以免皮膚乾燥破裂，但

現時很多的保濕液在製造、運輸及包裝的過

程都對環境造成破壞。我們希望通過這次探

究，製作出純天然的保濕液，以減低對環境

的影響，達到都市簡約生活這目的。市面保

濕產品都是使用補充水份(補水)與防止水份

流失(鎖水)兩種方法的來達到保濕效果，補

水是保濕液本身能補充皮膚水分，鎖水則是

防止水分流失，是次探究希望通過測試，找出補水及鎖水效果最好的純天然保濕液。

植物橄欖乳化蠟、天然維生素E油、維生素C嚼片、澳洲堅果油、鰐梨油、玫瑰純露、杏桃核仁

油、乳化劑、薰衣草油、乳香精油、量筒、量杯、電子天瓶

1.	保濕液配方搜集	2.	保濕液製作	3.	設計公平測試，測試保濕液保水能力	4.	編寫報告

我們的皮膚由外到內分為表皮、真皮和皮下組織三個部分，表皮又分為角質層、透明層、顆粒

層、棘狀層及基底層。角質層具重要的皮膚屏障功能，在健康完整的角質層中，有10%－30%的

成分是水，讓角質層濕潤膨脹、緊密排列，發揮完整的保護功能。但是如果角質層水分低於10%

，皮膚就會出現乾燥缺水的症狀。在角質層外，皮脂腺分泌的油脂為天然的保濕因子，對皮膚起

著保濕作用，能夠減少皮膚水分蒸發和散失。

皮膚其中一種重要的功能就是保水，這和人體皮膚最外層的角質層的完整度息息相關。角質層

就好像一堵保護人體的護城牆，角質細胞就像磚塊，磚塊內含有許多「天然保濕因子NMF」，

可以保存水分。所謂的天然保濕因子成分包括角質素（sodium	 PCA）、尿素、乳酸，及絲聚合蛋白

（filaggrin）分解的幾種胺基酸。在磚塊外緣還有一層角化外套膜可加強保濕效果。而角質細胞的

脂質雙層膜，就像填補磚塊間空隙的混凝土，是由神經醯胺、脂肪酸及膽固醇三大成分組成，如

果這三種成分的含量充足且比例恰當，皮膚的保水力就可以維持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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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過程 

配方一：杏桃核仁油10g+鰐梨油10g+澳洲堅果油10g+植物橄欖乳化蠟5g+玫瑰純露65g+乳香精油

10g+薰衣草油10滴

配方二：杏桃核仁油5mL+乳化劑0.5	mL+甘油2.5	mL+純水32.5mL

結果：

結論：馬油、配方一、配方二都有不錯的鎖水效果。

保濕液配方搜集：

保濕液製作：先秤取及量取所需保濕材料，然後將各項材料到入量杯

中，攪拌溶液直至混合均勻。

設計公平測試：測試前紙巾的準備

1.	利用同一牌子的廚房紙巾作為皮膚，利用相同摺法將紙巾摺好。

2.	每張紙巾倒入相同水量。

3.	利用電子天秤秤量濕了的紙巾重量。

測試一：比較市面上手霜、馬油的保濕效果

1.	將三份濕了的紙巾分別塗上市面上手霜、馬油和一空白測試。

2.	放在風扇下吹10分鐘後，記錄重量。

測試二：比較配方一、配方二和馬油的補水效果

1.	利用皮膚濕度計測試各種保濕液的效果。

2.	在手上的四個3CMx3CM的方格內，分別塗上配方一、配方二、馬油和水。

3.	15分鐘後測試皮膚的濕度。

測試三：比較配方一、配方二和馬油於室內和室外的補水效果

1.	利用皮膚濕度計測試各種保濕液的效果。

2.	在手上四個3CMx3CM的方格內，分別塗上配方一、配方二、馬油和水。

3.	經過一段時間後測試皮膚的濕度。

水 馬油 配方一 配方二

開始 6.79 6.79 6.79 6.79

十分鐘 4.99 6.01 5.68 6.09

水分流失比例 1.8 0.78 1.11 0.7

TEST	1 水 馬油 配方一 配方二

起始 35.4 35.4 35.7 37.3

15分鐘 35.3 57.3 46.6 48.3

水分增加 -0.1 21.9 10.9 11

TEST	2 水 馬油 配方一 配方二

起始 39.3 39.5 39.5 39.8

15分鐘 44.1 56 47.9 55.3

水分增加 4.8 16.5 8.4 15.5

TEST	3	 水 馬油 配方一 配方二

起始 36.9 36.6 35.6 32.5

15分鐘 35.6 57 55.7 54.1

水分增加 -1.3 20.4 20.1 21.6

室內1 水 馬油 配方一 配方二

起始 39.3 39.5 39.5 39.8

1小時 35.4 55.6 47.6 46.5

2小時 35.6 55.1 47.2 47.6

室內3 水 馬油 配方一 配方二

起始 39.3 39.5 39.5 39.8

1小時 39.5 52.5 41.9 52.2

2小時 37.6 52.2 43.9 54.1

TEST	1 舊 新

起始 47.9 49.1

1小時 44.5 46.3

2小時 42.3 44.6

TEST	2 舊 新

起始 54.1 54.8

1小時 55.3 56.8

2小時 54.8 55.9

室內2 水 馬油 配方一 配方二

起始 46.3 43.8 42.5 44.2

1小時 39.7 55.8 46.2 51.7

2小時 39.3 55.8 46.9 45.2

室外1 水 馬油 配方一 配方二

起始 32.5 30.8 30.8 30.8

1小時 36.4 52.2 36 52.3

室外2 水 馬油 配方一 配方二

起始 36.6 34.2 32.4 32.5

1小時 38.2 55.3 37.3 52

室外3 水 馬油 配方一 配方二

起始 36 32 31.2 30.8

1小時 36.9 59.2 39.5 50.3

測試四：比較新舊配方

1.	利用皮膚濕度計測試各種保濕液的效果。

2.	在手上四個3CMx3CM的方格內，

	 分別塗上新配方一和舊配方一。

3.	經過一段時間後測試皮膚的濕度。

應用

參考資料

困難

總結

感想

1.	所用成份對環境無害

2.	製作過程簡單，可在家中自行調配適合自己的保濕劑

3.	不含防腐劑

4.	售價較大部份保濕劑便宜

5.	保濕效果不俗

廖怡華	(2017)	：皮膚科醫師的換季保養建議

http://webcache.googleusercontent.com/search?q=-

cache:8KF7cDKwzUAJ:www.alum.ntu.edu.tw/word-

press/wp-content/uploads/2015/11/no102-e887bae-

5a4a7e6a0a1e58f8be99b99e69c88e5888a-e4b-

f9de581a5e5a4a9e59cb0-e5bb96e680a1e88faf.

pdf+&cd=10&hl=zh-TW&ct=clnk&lr=lang_zh-TW

美妝匯(2016)：為甚麼補水後，你的皮膚更乾燥

了？https://kknews.cc/fashion/lr3v62.html

保存時間較短及未有對動物進行測試

自製天然保濕劑的鎖水和補水能力都是我們

測試的重點。從我們的測試數據顯示，配方

二的保濕效果較好。

我們很高興能夠參加這次活動，在過程中我們

獲益良多，如友誼、樂趣、實踐精神、科學素

養等。其實科學就在我們的身邊，只要用心觀

察，善於發現，處處皆是科學。保濕劑是許多

女性的必需品，但偶然市面上都會出現劣質貨

品，所以我們探究的靈感也是聽到這些新聞後

而得到啟發的。生活是科學，科學是生活！

探究題目創新，在探
究過程中大膽嘗試。
保濕劑雖標榜是天然
的，但不如所述的這
麼環保，同學們在測
試時應多加留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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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基督教宣道會徐澤林紀念小學

教師：溫家軒老師、陳綺華老師、蔡詠霞老師

組員：呂愷樂同學、林以信同學、陳霈穎同學、黃鎧澄同學、謝昕希同學、李思賢同學

探究目的　

科學原理

資料搜集

探究過程及材料

每天一覺醒來，你第一種接觸到的化學物品是什麼呢？我們想到的是「牙膏」。說起化學物品，

我們未必會即時想起牙膏，但它確實是我們現代都市人一早一晚不可或缺的消耗品。雖然牙膏的

出現大大改善了我們的生活和衛生習慣，但它當中的化學物質對大自然的負擔和破壞卻是無可爭

議的，部分物質更會影響人類健康。我們應如何在個人衛生和大自然的保護中作出平衡？這次我

們的探究分為兩部分：首先，嘗試用廚餘中的蛋殼自製牙膏，然後為其潔淨效能進行公平測試。

牙膏能夠清潔牙齒，主要是運用了摩擦原理。牙膏裏其實有很多微小顆粒，通過牙刷對牙齒表面

的運動，令顆粒與牙齒表面不斷摩擦，除去牙齒表面的污物和菌斑，情形有如在地板打蠟前進行

低限度的磨砂清潔效果。相比只用牙刷來回運動，微小顆粒增加接觸牙齒表面的面積，從而達到

更高的清潔度。

我們把家中的牙膏作比較，包括日常見到的香港牌子，也有一些內地牌子和酒店用剩的。雖然包

裝上大都是英文，但經網上翻譯和了解後，我們找到當中的共通點：它們都會有研磨劑、表面活

性劑和濕潤劑，是現代化學牙膏最主要的三種成份。

牙膏加入化學合成的表面活性劑，原意是加強清潔去污和起泡，令人使用時有更強烈的清潔感

覺。然而，它們也不易被大自然分解，且會破壞水的表面張力和起泡，如果讓它們流入大海，起

泡之處會使水與空氣隔絕，造成缺氧、生態失衡。如經動植物吸收再成為人的食物，人類就自食

其果了。表面活性劑污染水質、破壞水源，對環境造成無可挽救的影響。在資料搜集之時，我們

更發現不少上述化合物都有機會影響人體健康，因此，我們自製牙膏的決心就更強了。

現代化學牙膏的發明只有百多年的時間，那到底前人如何清潔牙齒？我們對這話題十分感興趣！

根據圖書館的故事圖書和網上搜尋到的資料，原來古埃及人（約4000年前）會使用牛蹄甲粉灰、

蛋殼粉末或浮石粉末摩擦牙齒，而古羅馬人（約2000年前）則會用貝殼粉清潔牙齒。我們再搜查

以上粉末的資料，留意到這些粉末其實大都是「碳酸鈣」（例如蛋殼粉就有98%碳酸鈣），即現

代牙膏所使用的研磨劑。另外，亦有資料顯示，古人使用軟樹枝塗上動物骨灰和細砂摩擦牙齒，

而唐代的中國人亦會碾碎沉香等藥製成藥散，以柳樹枝點藥散刷牙，可見「摩擦潔齒」的方法是

自古已流傳！現代人把數千年沿用的牙粉製成膏狀，主要是方便攜帶和使用，也比牙粉更有質

感，更受大眾歡迎。

「蛋殼」多是廚餘，而且我們經常吃蛋，收集起來十分方便。因此我

們決定效法古人，使用容易得到的「蛋殼」製作牙粉。要製作粉末，

先把「蛋殼」中的水分完全取走。使用焗爐以約150oC把蛋殼焗約十

分鐘，把乾蛋殼先用石磨研磨、再以攪拌器打碎及過篩的方式磨成幼

粉末。經過我們的嘗試，我們認為「白色蛋殼」製作出來的白色牙

膏，更接近現代牙膏，相信能更為人接受。

然後，我們再加入濕潤劑令牙膏保持膏狀。「食用甘油」可作濕潤劑，既可潤膚亦可食用，是製

作蛋糕常用材料，即使誤吞了自製牙膏也不會對身體有什麼大影響。

1. 牙膏有什麼成份？

2. 牙膏中的什麼成份最會影響環境？

3. 沒有牙膏時，古人如何清潔牙齒？

家中不同牙膏列出的主要成份、作用和功效

家中不同牙膏列出的主要成份 作用 功效

碳酸鈣	/	焦磷酸鈣	/	氫氧化鋁	/
磷酸氫鈣	/	二氧化矽	/	水合氧化矽	等

研磨劑
增加摩擦，除去牙齒表面的污物

和菌斑

月桂基硫酸鈉（SLS）/	十二烷基硫酸鈉
（SDS）	等

表面活性劑 加強清潔去污、起泡

丙三醇（甘油）	/	丙二醇	/	山梨醇	/
聚乙二醇	/	木糖醇	等

濕潤劑
保濕，令牙膏保持膏狀，避免粉

末化

羧甲基纖維素	/	矽酸鎂鈉 增稠劑 增加牙膏黏性，讓各種成份結合

糖精（Saccharin）	/	糖精鈉	/	阿斯巴甜 增甜劑 增加甜味，讓牙膏易「入口」

水合氧化矽	/	二氧化鈦 美白成份 磨白牙齒，達到美白效果

氯化鍶	/	硝酸鉀 抗敏成份 舒緩牙齒過敏造成的痛楚

單氟磷酸鈉	/	氟化亞錫	/	氟化鈉 氟化物 預防蛀牙

香料 增加香氣

防腐劑 增長牙膏的保質期

「表面活性劑」為環境帶來負面影響，我們決定不會把它加入自製牙膏中。另外，以蛋殼製作的

牙膏始終有蛋殼味，我們製成後都不習慣把這些味道放進口中，因此我們建議加入較易「入口」

的「香料」，最後我們選擇了製作蛋糕時會用到的「清新檸檬味精油」，只需一至兩滴精油便可

帶出濃郁的檸檬芳香，而檸檬香味亦是較普遍和大眾所接受的味道。

「蛋殼」、「食用甘油」和「清新檸檬味精油」，將會是我們製作蛋殼牙膏的三大原素。然而，

它們的比例應該如何？蛋殼中的水分又會否影響保存期？自製牙膏的效能跟現代化學牙膏相比又

如何？我們設計了以下一系列的公平測試。

測試過程及結果

公平測試（一）：

問題 製作方面——要自製蛋殼牙膏，它們的比例應該如何，質感才會接近現代牙膏？

變項 甘油分量（按比例由2g漸增加至10g）

不變項 蛋殼分量（10g）、蛋殼種類、甘油種類、攪拌時間等

對照 現代化學牙膏

石磨和篩

乾蛋殼粉和蛋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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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發現經過一個月的測試，牙膏變壞的過程都是相同的，即是先傳出臭味，幾天後再出現灰色

的霉菌。沒烘乾的蛋殼仍有水分在內，這些水分加速了霉菌的滋生。在製作後的第5天，牙膏已

開始傳出臭味，證明用沒烘乾蛋殼製作的牙膏保質期不足一星期，實在不宜使用。雖然用烘乾蛋

殼製作的牙膏於第18日才開始發出臭味，但不如現代化學牙膏的保質期長，考慮到化學牙膏有

加入防腐劑，未能觀察到有發霉情況是合理的；而我們的自製牙膏成份天然，沒有防腐劑，自然

不能長期保存。就著上述結果，我們建議每支自製牙膏的份量不宜太多（一支小小的Pocket（口

袋）裝方便攜帶），製作後如超過一星期，亦不宜繼續使用。

公平測試（二）：

結果：

測試分析及建議：

問題
現代化學牙膏
（對照）

用烘乾蛋殼製作的牙膏
用沒烘乾蛋殼製作的

牙膏

開始傳出臭味 未有觀察到發霉情況 第18日 第5日

表面開始出現黑點
（發霉）

未有觀察到發霉情況 第23日 第8日

問題 製作方面——未烘乾的蛋殼對自製牙膏的保質期有何影響？

變項 蛋殼是否烘乾	

不變項 蛋殼分量（30g）、甘油分量（10g）、攪拌時間、擺放時間、擺放位置等

對照 現代牙膏（40g）

測試設計
霉菌生長需要空氣、適當溫度和水分，現在三種牙膏都放置在同一地方，控制了
變項，唯一的分別就是蛋殼中的水分，因此我們可以從觀察中了解蛋殼中的水分
會否加速發霉情況，令牙膏變壞。

各款牙膏的保質情況

1.		如何得知蛋殼已完全烘乾？

　	放置於有蓋膠盒中，在猛烈太陽下晾曬，我們發現有水分的蛋殼在盒蓋上會出現水氣，而烘乾	

	 過的蛋殼的盒蓋則沒有，我們根據此情況肯定蛋殼已完全烘乾。

困難與改良建議：

公平測試（三）：　

問題 潔淨效能方面——有顆粒的摩擦是否真的能提高清潔效能？

變項 有牙膏和無牙膏

不變項 測試物料（蘋果）的摩擦範圍、摩擦時間、摩擦力度等

對照 沒有刷過的蘋果

測試設計

為能盡量控制變量，我們選取４個同一批次、顏色和大小
接近的蘋果，選取最平的部分，以鐵架和鐵夾固定蘋果，
再以同一支電動牙刷，放於剛好接觸蘋果表面的高度，按
實驗要求加上牙膏，摩擦一分半鐘。摩擦完成後，把餘下的
蠟刮出並直接比較份量（由於份量太少，無法進行量重）。

結果：

測試分析及建議：

沒有刷過的蘋果
（對照）

不加牙膏直接摩擦 使用自製牙膏摩擦 使用現代牙膏摩擦

刮出餘下的
蠟的分量

為考證「有顆粒的摩擦」能提高清潔效能這科學原理是否正確，我們在進行測試時盡量控制變

項。測試發現直接摩擦也能把蠟刷走，但仍餘下大量的蠟。惟不論使用自製牙膏還是現代化學牙

膏，蠟質均接近完全被刷走，証明「有顆粒的摩擦」的確能提高清潔效能。

公平測試（四）：

問題 潔淨效能方面——自製牙膏的清潔效能跟現代化學牙膏有多大差別？

變項 牙膏種類

不變項
蛤蜊殼的原本外型和顏色、測試物料（蛤蜊殼）的浸泡濃茶時間、蛤蜊殼摩擦範
圍、摩擦時間、摩擦力度等

對照 同一批被浸泡濃茶七天但沒有刷過的蛤蜊殼

測試設計

為能盡量控制變量，我們精心挑選外型最接近的蛤蜊殼進行測試，同樣以鐵架和
鐵夾固定蛤蜊殼，再以同一支電動牙刷，放於剛好接觸蛤蜊殼表面的高度，加上
測試牙膏，摩擦一分半鐘。測試後風乾，再以光反射的方式量度「照度」，用光
線反射數據比較蛤蜊殼顏色深淺。測試重複三次，以增加準確度。	

					 			

增加甘油分量時，自製牙膏的「甘油-蛋殼」

比例由「1：5」上升至「1：1」，質感亦由

「乾燥粉末」逐漸變成「膏狀」，再變成「稀

爛的液體」。經直接比較，我們認為「1：3」

的分量最能製作出接近現代牙膏的質感，我們

的自製牙膏也會根據這比例製作。

結果：測試分析及建議： 2.	如何得知牙膏出現細菌？

	 學校沒有細菌測試或儀器協助，未能獲得準確的數據研究細菌滋生的情況，因此我們選擇把各	

	 種牙膏放置在空氣流通且太陽未能直射的陰涼位置，簡單的觀察發霉情況，並作出仔細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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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蛤蜊殼的原因：

結果：

沒浸泡濃茶
沒有刷過

浸泡濃茶七天
以化學牙膏刷過

浸泡濃茶七天
以自製牙膏刷過

浸泡濃茶七天
沒有刷過

照度（lux） 171 112 111 64

在不同物質上有良好清潔效果，不代表一定能應用到我們牙齒上，因此我們希望找一些跟牙齒一

樣的物質進行測試。我們曾考慮收集同班同學剛掉下來的牙齒，但因衛生問題，且因數量有限，

我們不得不放棄這想法。後來我們隊員在網上搜尋「琺瑯質」時，發現蛤蜊殼除了由碳酸鈣組成

外，它整個表面其實覆蓋著琺瑯質，因此我們用蛤蜊殼代替牙齒進行測試。

去年我們探究得出有關光的反射的結論：光線射在較淺色的表面時，反射的光的照度較高；如光

線遇到較深色表面，反射的照度會較低。根據這個探究結果，我們以光束射在上面四隻蛤蜊殼

上，再用「光測儀」量度照度，重複兩次以取得平均照度，最終得出以下結果：

由這數據得知，自製牙膏的潔淨效能可及得上化學牙膏。這數據是絕對值而非相對值，我們透過

「百分數應用」進行運算，總結出兩者的潔淨效能：	

化學牙膏：（112-64）	/	（171-64）	×100%	=	44.9%

自製牙膏：（111-64）	/	（171-64）	×100%	=	43.9%

比較兩者：43.9%	/	44.9%	×100%	=	97.8%

比較之下，自製牙膏的潔淨效能是化學牙膏的97.8%。

各款牙膏的保質情況

公平測試（五）：

問題 潔淨效能方面——蛋殼粉會否傷害牙齒？

變項 粉末種類（貝殼粉末、蛋殼粉末）

不變項 粉末份量、粉末粗幼、摩擦範圍、摩擦時間、摩擦力度等

測試設計
根據「摩氏硬度表」，鐵片的硬度是４。把兩種粉末放在鐵片上，用同一力度摩
擦，觀察結果，就能比較蛋殼粉和琺瑯質的硬度大小，亦可比較得知蛋殼粉能否
傷害琺瑯質。

摩氏硬度表：

假設： 蛋殼粉	（碳酸鈣）	在鐵片上不能劃出花痕，而貝殼粉	（包括碳酸鈣和琺瑯質）	能夠在鐵

片上劃出花痕。

要比較物體的硬度，我們可以參考「摩氏硬度表」。根據「摩氏硬度」的標準，當物體互相刻劃

摩擦，較硬的物質會令較軟物質的表面出現劃痕，較軟物質則不能令較硬物質的表面出現劃痕。

我們從網上的資料搜集得知，原來有些物質已進行摩氏硬度測定，包括「碳酸鈣」（2-3）、「

鐵」（4）、「琺瑯質」（5-7）等，因此理論上，蛋殼是傷害不到琺瑯質的，但我們仍希望實行

一個公平測試，去證實這個網上資料。

結果：

測試分析及建議：

碳酸鈣不能劃出花痕，而碳酸鈣加琺瑯質能劃出花痕，證

明了琺瑯質比鐵硬，鐵比碳酸鈣硬，即琺瑯質比碳酸鈣硬

了（琺瑯質	>	鐵	>	碳酸鈣）。這樣，根據摩氏標準，蛋殼

粉是不能傷害牙齒表面的琺瑯質的。

在這個探究中，我們用蛋殼粉等材料成功自製牙膏，一方面找到適合的比例，也測試了它的保存

期。自製牙膏的清潔污漬效果不亞於現代化學牙膏，也有不錯的潔淨效能，亦減少對環境的破

壞，因此我們建議可多自製牙膏使用。

這次探究我們經歷了很多挫折，直至活動前一星期我們才發現測試設計出問題，得到的結果未能

使用。最終我們想到運用去年的經驗，以同一道理套用到本年的測試中。直到活動前一天，我們

才得到結果。整個過程我們分工合作：有電子書包班的同學負責搜集網上資料；也有六年級同學

用剛學到的數學知識進行運算；學校測光儀在最後關頭壞了，我們又一起試用不同敏感度高的測

光Apps。大家把學過的知識和能力用來解決困難，這經驗讓我們更了解科學探究和STEM是怎樣

一回事！

結論

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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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基 百 科 ( 2 0 1 7 ) ： 蛋 ， 檢

自ht t p s： / / z h .w i k i p e d i a . o r g /

wiki/%E8%9B%8B，瀏覽日期：。

維基百科(2017)：摩氏硬度，檢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

91%A9%E6%B0%8F%E7%A1%AC%

E5%BA%A6，瀏覽日期：2017年2

月7日。

維基百科 ( 2 0 1 7 ) ：潔齒劑，

檢自https：//zh .wikipedia .org/

w i k i / % E 6 % B D % 9 4 % E 9 % B -

D % 9 2 % E 5 % 8 A% 9 1，瀏覽日

期：2016年12月6日。

趙怡婷(N.D.)：清潔劑對環境的傷

害，檢自https：//www.ch.ntu.edu.

tw/~rsliu/teaching/pdf93a/2-1.pdf，

瀏覽日期：2016年12月6日。

橘子烘焙專門店(N.D.)：材料，檢

自http：//www.orangebakingstore.

com/webpage/colour.htm，瀏覽日

期：2016年12月9日。

1.

2.

3.

4.

5.

6.

7.

8.

9.

10.

欣賞學生嘗試運用科學化的系統作測
試，如利用蛋殼作牙膏的粉未，也與
貝殼粉在鐵板上磨擦作對比。測試涵
蓋範圍廣，可見有細心思量。自製蛋
殼牙膏的設計亦具創意，但需注意衛
生問題。
學生從多個角度尋找資料研製出環保
牙膏，這份認真的科學探究精神十分
值得加許。從各項公平測試的詳細設
計，亦能看出學生們精密的思考及不
斷的嘗試。下一步可嘗試研究加入天
然防腐劑，加強環保牙膏的實用性。

貝殼粉末摩擦後 蛋殼粉末摩擦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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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黃梓冲老師、黃樂鈴老師

學生：錢樂融同學、賴海澄同學、許卓濤同學、鄺以琳同學、廖敬謙同學、呂洛芝同學

學校：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探究意念

測試方法

目的

科學原理

測試過程

香港看見紅潮也算普遍，香港漁農自然護理署曾指

出由1975-2016年香港曾出現逾900次紅潮，証明香

港水質差，而12月-4月期間紅潮出現次數為最多，

主要集中在吐露港和南區附近。紅潮出現時，漁農

自然護理署會懸掛旗幟機制，向養魚戶發出預警報

告，如提醒盡快賣出所有魚、搬遷魚排、停止餵飼

等。我們認為漁農署的機制較為被動，因此希望利用今次專題探究，發明一個有效主動控制紅潮

的方法，令海洋生態得以平衡，使人民活動對海洋生態造成的影響減到最低。

為了研發青苔過濾系統，我們會從互聯網上，找到一些參考資料，有關青苔或藻類生長條件。而青苔

的生長需要陽光、養分（PO
4
3-，NO

3
-）、水、氧氣等。我們預測青苔能吸收多餘的養分，減少紅潮的

出現的機會。

1.	運用較天然的方法，利用低成本的物料，製作裝置改善海洋生態。

2.	透過發明青苔過濾系統裝置，探究不同的科學原理。

3.	鼓勵人們作創新發明,利用更多發明改善生活質素。

青苔過濾系統中涉及的科學原理：

1.	利用了光的反射，將光線更有效照射在膠格網的背面，增加受光照射的面積。

2.	利用氣泡在水中上升的定律，從而帶動水流動，產生水流。

3.	利用植物光合作用，令植物不斷生長。

4.	植物在養份的環境中能快速生長，而青苔及藻類是最低等的植物，能在合適環境快速生長，海	

	 水中的磷酸鹽(PO43-)及硝酸鹽(NO
3
-)的含量過多正是紅潮的原因，只要利用青苔及藻類率先吸	

	 收海水中的磷酸鹽(PO
4
3-)及硝酸鹽(NO

3
-)，就可以天然地改善水質，又可以鞏固海洋生態系統。

測試一：收集海水及學校魚池淡水比較當中的元素

測試二：淡水（加入及沒有加入水草的分別）

測試目的：比較海水及淡水比較當中的元素。

分析：學校魚池淡水中磷酸鹽(PO
4
3-)硝酸鹽(NO

3
-)的含量分別是1ppm及50ppm，比海水中的PO

4
3-

(0.37ppm)和NO
3
-(5ppm)更高。由此可見，學校魚池淡水中的營養素──磷酸鹽(PO

4
3-)硝酸鹽(NO

3
-)

比海水的更豐富。因此，我們在測試二中，將利用淡水進行測驗，看看水草可否在營養素較高的

水中吸收營養，以突出水草能大幅降低PO
4
3-和NO

3
-的含量，令測試結果更加明顯。

測試目的：水草可否減低NO
3
-及PO

4
3-的含量。

公平測試：變項：加入水草。不變項：水量、用泵。

方法：首先，加泵產生水流。然後，一個樣本放入水草，另一個沒有加入水草。最後，每天測試	

	 	 水內NO
3
-及PO

4
3-的含量，並記錄結果。

困難：有些組員的海水收集量太小又找不到地方收集海水。

公平測試：變項：海水及淡水。不變項：水的測試量。

方法：收集海水及淡水，測試水中各元素的含量。

海水 淡水（學校魚池）

pH平均值 7.9 7.62

鹽度平均值／％ 3.48 0.27

磷酸鹽PO
4
3-平均值／ppm 0.37 1.0

硝酸鹽NO
3
-平均值／ppm 5 50

第1天 第5天 第7天 第8天 第9天 第14天 第21天

有加入水草 No/ppm 100 50 100 50 100 10 5

有加入水草 PO
4
3-/ppm 1 1 0.5 0.1 0.03 0.03 0.03

沒有加入水草 PO
3
-/ppm 100 50 100 100 50 50 50

沒有加入水草 PO
4
3-/ppm 1 1 1 1 1 0.5 0.5

分析：在笫9天至笫14天的樣本中顯示，加入了水草的NO3-含量

由100ppm降至5ppm。沒加入水草的NO
3
-含量沒有太大改變，都是

50ppm。在笫5天至笫14天的樣本中顯示，加入了水草的PO
4
3-的含

量由1ppm降至0.03ppm,而沒加入水草的PO
4
3--的含量是由1ppm降至

0.5ppm。其實加入水草是比較好的,因為NO
3
-及PO

4
3-的含量明顯下降

了，所以反映了水草能吸入NO
3
-及PO

4
3-，改善水質。

困難：

1.	因為測試中有假期，所以我們不能時刻監測測試。

2.	下雨天及陰天會影響陽光、水質和青苔生長，影響測試結果。

3.	裝置的位置陽光不足夠，影響青苔生長。

4.	由不同同學抽樣本測試時容易出現誤差。

小總結：在測試一中，我們測試了海水和淡水中的各種成分，如鹽度、磷酸鹽(PO
4
3-)硝酸鹽(NO

3
-)

的含量等。當中發現了淡水中磷酸鹽(PO
4
3-)硝酸鹽(NO

3
-)的含量都比海水中的高，可見淡水中的

營養素─磷酸鹽(PO
4
3-)硝酸鹽(NO

3
-)比海水的更豐富。根據早前的資料搜集顯示，磷酸鹽(PO

4
3-)硝

酸鹽(NO
3
-)均是植物生長的營養素，因此我們想在測試二中，利用水草找出植物能否在營養素高

的水中降低PO
4
3-和NO

3
-的含量。使用淡水而不是海水的原因，主要是想突出植物能大幅降低PO

4
3-

和NO
3
-的含量，令測試結果更加明顯。而在測試二中，我們證明了加入植物是能有效降低PO

4
3-和

NO
3
-的含量，繼而證明了在自然生態系統中，植物是可以淨化水質的。我們發明的裝置亦因此朝

着這個方向發展──利用植物(生態系統中的一部分)成為過濾系統中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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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漁農署的資料，1975-2016年間吐露港有358次出現紅潮，而香港的魚排養殖場主要集中在吐

露港及西貢水域，時常受紅潮影響，造成經濟損失。因此我們希望可以把青苔過濾系統的設計意

念應用於這一帶海域，可以降低水裏的NO
3
-和PO

4
3-含量，減少紅潮出現次數，降低因紅潮導致魚

類死亡的機會，改善該區水質。吐露港是一個水流較慢的港灣，而且有多個工業區及多個主要市

鎮包圍，有高養份污水排放。而且吐露港入水口靠近內地水域，水域較差。A區是吐露港主要出

入水口，B區是大圍、火炭及大埔工業區如果在A區及B區設立青苔過濾系統，應該可降低吐露港

NO
3
-和PO

4
3-含量，降低紅潮的爆發的機會。

製作材料︰ LED燈、不透明膠盒、鏡子、格網、吸盤、索帶、氣泵、玻璃魚缸。

青苔過濾系統

製作過程

困難及改良

總結

測試三：青苔過濾系統的成效

測試目的：青苔過濾系統可否減低NO
3
-及PO

4
3-的含量。

方法：

1.	開啟青苔過濾系統。

2.	利用試劑測試海水中NO
3
-及PO

4
3-的	

	 含量。

3.	每天記錄NO
3
-及PO

4
3-的含量的變化。

分析：笫1天的NO
3
-含量是最高的,笫2天的NO

3
-含量就下降至2ppm，而PO

4
3-的含量也由0.5ppm降至

0.25ppm。笫4天所有的NO
3
-和PO

4
3-含量都下降至0ppm。笫5天也得出相同結果。第6天卻發現裝置

的氣泵和燈被關上了,而NO
3
-和PO

4
3-含量又上升了不少。這是因為青苔生長需要水流和光線,而且也

進一步證明了青苔生長時可以吸收NO
3
-和PO

4
3-。

困難：因為測試中曾有失誤（氣泵和燈被關上了），所以會影響測試結果。另外又因為測試裝置

的氣泵和燈需要長期開啟，所以耗電量大。

第1天 第2天 第3天 第4天 第5天 第6天

PO
3
-/ppm 5 2 0 0 0 5

PO
4
3-/ppm 0.5 0.25 0.03 0 0 0.03

困難 解決方法

製作裝置時：
1.	穿索帶時一條索帶容易鬆脫。
2.	難修剪膠面的標準形狀大小。
3.	膠面表面光滑，較難生長青苔。
4.	由於光是直線進行的，令受光的面只有一
　面。

製作裝置時：
1.	把兩條索帶穿在一起。
2.	用blue	tac圍邊。
3.	把膠片在石面上磨擦，令表面變得凹凸不平。
4.	加裝鏡子把光線反射到另一面，令受光的面增
　加到兩面。

進行測試時：
1.	二十四小時長開着燈，容易過熱。
2.	天氣不穩定，時晴時陰，令青苔生長速度慢。

進行測試時：
1.	把傳統燈換成LED燈。
2.	加設LED燈二十四小時照明魚缸，提供光源。

感想

於這次科探比賽，我們不是為了結果，而是為了享受過程。我們從中學習到團結的美、怎樣解決

困難、怎樣堅持、怎樣互相幫助、互相包容，還豐富了我們的科學知識，更重要的是讓我們在過

程中學習、成長。感謝老師給我這個難得的機會去發揮我們的創意，同時可給有需要的人作出一

點點的貢獻。

鳴謝

黃梓冲老師、黃樂鈴老師及各評鑑的建議。

參考資料

維基百科(2017)：赤潮，取自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5%A4%E6%BD%AE#.E6.88.90.

E5.9B.A0

康老師的自然教室(2011)：水的流動，取自https://yeuneu.wordpress.com/2011/04/22/%E6%B0%B4

%E7%9A%84%E6%B5%81%E5%8B%95/

漁農自然護理(2017：紅潮概況，取自https://www.afcd.gov.hk/tc_chi/fisheries/hkredtide/update/red-

tide_prev_record.html#p1

01百科(2016)：本港曾出現逾900紅潮「藍眼淚」最吸引，取自https : / /www.hk01 .co-

m/%E6%B8%AF%E8%81%9E/14816/-01%E7%99%BE%E7%A7%91-%E6%9C%AC%E6%B8

%AF%E6%9B%BE%E5%87%BA%E7%8F%BE%E9%80%BE900%E7%B4%85%E6%BD%AE-

%E8%97%8D%E7%9C%BC%E6%B7%9A-%E6%9C%80%E5%90%B8%E5%BC%95

團隊間互相合作，設計
有系統又有創意。同學
們深入了解其探究題
目，能掌握並解答評判
們的提問，值得嘉許。
此外，若能提供測試水
中各元素的含量的資料
便會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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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施雅茵老師、周陽陽老師

組員：劉凱玟同學、李沛希同學、陳慧頤同學、馮浩誠同學、田穎婷同學、馬健慈同學

學校︰聖公會主恩小學

探究意念

探究目的

科學原理

測試器材與材料

測試過程及結果

根據環境保護署2014年的統計數字，香港每日棄置約2608公噸廚餘，而且更有上升趨勢，廚餘

會被運往堆填區，廚餘是容易腐爛的有機廢物，若棄置在堆填區會污染環境，並產生大量溫室氣

體如甲烷及污水影響環境。因此，我們希望將生活中產生的廚餘升級變為有用的廚房用品，從而

減少碳排放。我們在不同地方收集不同的廚餘製作隔熱墊，讓廚餘逃離被棄置的命運。同學們分

別在家庭、學校、社區（茶餐廳）收集不同廚餘（例如茶葉渣、中藥渣、粟米皮等）來製作隔熱

墊，	而我們亦會透過不同的測試找出哪些廚餘能有效製成隔熱墊。	

第一，利用不同的廚餘製作隔熱墊。第二，測試不同廚餘製作隔熱墊的隔熱效能。第三，測試不

同廚餘製作隔熱墊的保溫效能。第四，測試不同廚餘製作隔熱墊的耐熱效能。最後，測試不同廚

餘製作隔熱墊的受重能力。

熱傳遞是指熱能從高溫向低溫部分轉移的過程。物質中溫度較高部份之粒子，具有較高能量，有

較頻繁粒子之間的碰撞。溫度較高的粒子將能量傳輸到溫度較低之粒子，並提昇其溫度。傳熱性

與物質的密度有關，各種材料的熱傳導性能不同。纖維是指由連續或不連續的細絲組成的物質。

在動植物體內，纖維在維繫組織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纖維用途廣泛，可織成細線、線頭和麻繩，

造紙或織氈時還可以織成纖維層。同時也常用來製造其他物料，及與其他物料共同組成複合材

料。天然纖維是在動物、植物和地質過程中形成的，植物纖維是由纖維素和木質素排列組成。

廚餘（香蕉皮、茶葉渣、中藥渣、粟米皮）、報紙、水、剪刀、模具、攪拌機、焗爐、魚湯袋、

電子磅、溫度計、間尺、法碼、杯及熱水壺。

第一，將不同廚餘（香蕉皮、茶葉渣、中藥渣、粟米皮）放在陽光下風乾5天。第二，把風乾了

的廚餘剪碎。將4g報紙剪碎並與20g廚餘混合。第三，加水放入攪拌機，打碎成糊狀為止（時間

約10分鐘）。第四，將混合物放入魚湯袋隔去多餘的水分，形成泥球。第五，把泥球放入模具中

壓實。最後，脫模後放入焗爐烘乾（100度，120分鐘）。

第一，將75℃熱水倒入水杯。第二，把杯放在

隔熱墊上，量度開始時熱水的溫度。第三，10

分鐘後，量度隔熱墊底部的溫度。最後，重複

測試3次，取平均的溫差。

在測試中我們發現茶葉渣製作的隔熱墊溫度相差最大，有39.9℃，而粟米皮的溫度相差最少，有

39.5℃，溫度相差越大，隔熱效能越好。隔熱能力︰茶葉渣＞香蕉皮＞粟米皮。

香蕉皮、茶葉渣、粟米皮也能成功製成隔熱墊，但中藥渣製作的隔熱墊太鬆散不能進行測試。

探究一：利用不同的廚餘製作隔熱墊

探究二：測試不同廚餘製作隔熱墊的隔熱效能

探究三：測試不同廚餘製作隔熱墊的保溫效能

步驟︰

步驟︰

步驟︰

分析︰

結果：

結果：

第一次測試： 第二次測試：

第三次測試： 三次測試的平均隔熱溫度：

隔熱墊材料 粟米皮 香蕉皮 茶葉渣

開始水溫 75℃ 75℃ 75℃

完結時隔熱墊溫度 35.2℃ 35.1℃ 34.8℃

溫度相差 39.8℃ 39.9℃ 40.2℃

隔熱墊材料 粟米皮 香蕉皮 茶葉渣

開始水溫 75℃ 75℃ 75℃

完結時隔熱墊溫度 35.6℃ 35.7℃ 34.8℃

溫度相差 39.4℃ 39.3℃ 40.2℃

隔熱墊材料 粟米皮 香蕉皮 茶葉渣

開始水溫 75℃ 75℃ 75℃

完結時隔熱墊溫度 35.6℃ 35.5℃ 35.6℃

溫度相差 39.4℃ 39.5℃ 39.4℃

隔熱墊材料 粟米皮 香蕉皮 茶葉渣

第一次測試溫度相差 39.8℃ 39.9℃ 40.2℃

第二次測試溫度相差 39.4℃ 39.3℃ 40.2℃

第三次測試溫度相差 39.4℃ 39.5℃ 39.4℃

平均溫度 39.5℃ 39.6℃ 39.9℃

第一，將約75℃熱水倒入水杯。第二，把杯放在隔熱墊上，量度開始時熱水的溫度。第三，10分

鐘後，量度完結時熱水的溫度。第四，重複測試3次，取平均的溫差。

結果：

第一次測試：

隔熱墊材料 粟米皮 香蕉皮 茶葉渣

開始水溫 75℃ 75℃ 75℃

完結時水溫 65℃ 64℃ 64℃

溫度相差 10℃ 11℃ 11℃

第二次測試：

隔熱墊材料 粟米皮 香蕉皮 茶葉渣

開始水溫 75℃ 75℃ 75℃

完結時水溫 64℃ 66℃ 64℃

溫度相差 11℃ 1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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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測試中我們發現粟米皮製作的隔熱墊溫度相差最少，有10.3℃，而香蕉皮的溫度相差最大，有

11.6℃，溫度相差越少，即熱的流失越少，所以保溫效能越好。保溫能力︰粟米皮＞茶葉渣＞香

蕉皮。

我們發現粟米皮製作的隔熱墊最耐熱，經過20分鐘加熱才令它邊緣位置燒燶，而香蕉皮製作的隔

熱墊最不耐熱，10分鐘的熱力已令它大部分表面變燶。耐熱效能︰粟米皮＞茶葉渣＞香蕉皮。

在各種測試中，茶葉渣製作的隔熱墊隔熱能力最好及最能承受重量。而在耐熱效能及保溫能力的

測試中，粟米皮則表現最好，其次是茶葉渣。所以總合各種測試，我們建議利用茶葉渣製作隔熱

墊，因為它的纖維較高，較耐用，可承受較重的杯或煲，亦能有效隔絕廚具的熱力，避免傷害皮

膚或桌面，而且茶葉也有防嗅吸味的功能。市面上的隔熱墊多為塑膠或水松木製作，我們認為用

廚餘製作的隔熱墊也有相同功能，我們應多運用廚餘，因它們有功能性，亦能保護環境，減少廚

餘對環境造成的傷害。

發現部分隔熱墊有發霉的情況，建議製作隔熱墊時，可以把廚餘先用漂白水消毒殺菌，並確保隔

熱墊完全烘乾。我們亦建議大家可以到餐廳、茶樓等食店回收廚餘（蔬菜皮、茶葉渣等），因為

這些食店每天也會製造大量的廚餘，而且遠遠多於普通的家庭。此外，我們可以加入一些有香味

的材料，如檸檬皮、咖啡渣及薰衣草等，令隔熱墊增加香味，或加入乾花裝飾。同時可以在隔熱

墊表面加上防水物料，令隔熱墊防水。

陳慧頤同學：在這次探究活動中，令我明白到廚餘不一定要扔掉，可以造成隔熱墊，在測試中更

令我明白到更多科學原理。

劉凱玟同學：透過這次活動，認識用一些處於物料循環再用，成為有用的物件，還認識不同物料

的特性，例如隔熱程度等。

李沛希同學：經過這次活動，我明白到原來一件垃圾也能循環再造，所以以後我也要身體力行支

持環保。

馬健慈同學：在這次活動中，我們在生活中收集不同的廚餘，令我明白到雖然它們是垃圾，但我

們也可以把它變成有用的物品再用，不要輕易製造廢物。

馮浩誠同學：在製作隔熱墊的過程中，我們除了學會利用廚餘，加工成實用的用品外，也體會到

團結合作的重要。

田穎婷同學：在製作隔熱墊的過程中，我們學會廢物利用，將廚餘加工就能轉化成有用的用品，

亦學習了如何進行公平的測試。

我們發現茶葉渣製作的隔熱墊最能承受重量，600克法碼才令它變形，而香蕉皮製作的隔熱墊最

脆弱，只能承受100克重量。受重能力︰茶葉渣＞粟米皮＞香蕉皮。

首先，把法碼放在隔熱墊的中央。然後，找出令

隔熱墊屈曲變形的重量。

把不同廚餘製作的隔熱墊放進焗爐加熱20分鐘。然後，把焗爐調至250℃溫度。最後，每10分鐘

觀察隔熱墊的變化。

分析：

分析：

分析：

步驟︰

結果︰

探究四：測試不同廚餘製作隔熱墊的耐熱效能

第三次測試：

開始： 10分鐘 20分鐘

粟米皮

香蕉皮

茶葉渣

隔熱墊材料 粟米皮 香蕉皮 茶葉渣

開始水溫 75℃ 75℃ 75℃

完結時水溫 65℃ 63℃ 64℃

溫度相差 10℃ 12℃ 11℃

三次測試的平均隔熱溫度：

隔熱墊材料 粟米皮 香蕉皮 茶葉渣

第一次測試溫度相差 10℃ 11℃ 11℃

第二次測試溫度相差 11℃ 12℃ 11℃

第三次測試溫度相差 10℃ 12℃ 11℃

平均溫度 10.3℃ 11.6℃ 11℃

探究五：測試不同廚餘製作隔熱墊的受重能力

步驟︰
結果︰

隔熱墊材料 令隔熱墊屈曲變形的重量

粟米皮 300克

香蕉皮 100克

茶葉渣 600克

結論

困難及改良建議

感想

參考資料 鳴謝

長青網（2017）：綠色生活﹕茶葉渣化身

「港味」杯墊，檢自https：//www.e123.hk/

ElderlyPro/details/454187/74/，瀏覽日期

2017年5月25日。

維基百科（2017）：纖維，檢自https：//

zh.wikipedia.org/zh-tw/%E7%BA%A4%E7%B-

B%B4，瀏覽日期2017年5月25日。

維 基 百 科 （ 2 0 1 7 ） ： 熱 ， 檢 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

C%A0%E7%83%AD，瀏覽日期2017年5月

25日。

趙文成老師

這是一個很有創
意及實用的科學
探究，學生們亦
構想了隔熱墊的
延續性及如何進
一步優化作品，
值得嘉許。

邊緣位置燶

1/4表面燶

沒有變化 1/4表面燶

2/3表面燶

邊緣位置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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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楊家豪老師

組員：林靜恩同學、房子桀同學、江浩德同學、徐雋騫同學、覃國政同學

學校：嗇色園主辦可譽中學暨可譽小學

探究意念

科學原理

目的

探究過程

你有否在潮濕和陰暗的地方裏看見一些毛茸茸的小草？你知道這些小草是什麼嗎？其實它們並不

是小草，它們是—苔蘚！苔蘚是一種低等植物，屬於植物中的非維管植物，它們有組織器官，但

缺少運輸水分的維管束，只適合生長在潮濕和陰暗的環境。它們也沒有花，故此經由孢子傳播繁

殖。

英國設計師Anna	 Garforth在一次旅行中，發現了墓碑上的苔蘚長

得非常好看，所以她花了三個月時間，研究如何把苔蘚種在牆壁

上，成為一幅幅青蔥翠綠的苔蘚塗鴉。這些苔蘚塗鴉由有機物質

組成，不含有害物質，不但對大自然無害，綠色植物能夠令空氣

變得清新，一片綠油油的環境更令人有着回到大自然的舒泰。

因此，我們想探究苔蘚塗鴉的種植方法，希望能夠在校園實地大

量種植，既能美化校園，又能讓同學明白綠色生活的樂趣。

苔蘚的生長條件十分簡單，跟一般種植物相同。基本上只要充足的散射陽光（不能被太陽猛烈照

射）和足夠的濕度即可。而要把苔蘚種在牆上，人們通常都會把苔蘚混合其他材料攪拌，製成苔

蘚培養液，然後塗在牆上。一般苔蘚培養液的材料如下：1.	酸奶／牛奶／乳酪		2.	清水／啤酒		3.	

糖漿／蜜糖	4.	吸水珠。

可惜的是在網上找不到加入這些材料的原因，估計使用酸奶應該是為苔蘚提供一些重要的礦物

質，畢竟苔蘚的營養來自光合作用而不是從假根吸收的。而酒精可能用來殺死酸奶中的微生物，

糖用來增加培養液的黏度，使培養液更易黏附在牆壁上。而吸水珠則用來加強苔蘚塗鴉的保水能

力，因為在乾燥的環境下苔蘚會死亡。

1.	搜集網上製作苔蘚塗鴉的方法，找出其共同點。根據網上資料，製作苔蘚畫。

2.	研究種植苔蘚失敗的原因。

3.	改良種植方法。

4.	研究光線強度對苔蘚失水速度的影響。

5.	研究不同表面對苔蘚種植的影響。

6.	在學校試行，收集實踐經驗。

在網上搜集了一些製作苔蘚塗鴉的方法：

最後選用了網站1的方法，因為它清楚列

明每種材料的份量，而且用量較少。

儀器：燒杯、匙、攪拌機、量筒、培養皿、紙皮、保鮮袋

材料：苔蘚、酸奶、清水、尿片吸水珠

步驟：

1.	在雨後，到學校的地磚上搜集苔蘚。

2.	根據網站1的方法，製作苔蘚培養液。

3.	把苔蘚培養液放到培養皿和紙皮上種植。

結果：

探究一：搜集網上製作苔蘚塗鴉的方法

網站 苔蘚 酸奶 糖 水 吸水珠 糖漿

1 2杯 60mL - 350mL 2匙 -

2 2杯 120mL - 700mL 少量 -

3 3杯 2杯 0.5匙 2杯 - -

4 2杯 2杯 0.5匙 2杯 - 少許

5 1大塊 2杯 - 2杯 - -

在學校搜集苔蘚 收集尿片中的吸水珠 把所有材料攪拌好

種在培養皿上
(沒吸水珠)

種在培養皿上
(有吸水珠)

種在紙皮上
(有吸水珠)

種植日數 3日 7日 7日

結果(外觀) 黑色 暗綠色 暗綠色

結果(氣味) 變臭 沒異味 沒異味

在第一次測試中，苔蘚三日後嚴重發霉發臭，這表示

嚴重積水會導致苔蘚發霉死亡，所以我們加入吸水珠

來控制水分。

在第二次測試中雖然苔蘚沒有發霉，但也沒有生長。

我們懷疑培養皿上的霧氣會阻礙光線照射，而密封的

環境會令空氣無法流通影響生長。

第三次我們選擇種在紙皮上。但苔蘚仍然沒有生長，

所以我們決定要研究苔蘚培養液的各種成分和處理方

法，希望找出失敗的原因。 發霉發臭的培養皿 在紙皮上沒有生長的
苔蘚

苔蘚的構造

圖片來源：中文百科在線

圖片來源：Design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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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例：「＋」越多，表示越多青綠，越多植物生長。

	 	 「－」表示沒有綠色，植物沒有生長。

　　　「X」	表示發霉，並有蛆蟲繁殖，因此中止實驗。

測試結果發現：

第一，沒有處理的樣本1生長最好，甚至比在地上長得更高和更青綠，

這表示在人工的生長環境水分和陽光控制得宜，也表示我們搜集的苔蘚

健康沒有問題，適合進行測試。	

第二，樣本2和 3都

有嚴重發霉和蛆蟲生

長。這表示加入酸奶

會引致發霉，而酸奶

的味道又會吸引蒼蠅

產卵繁殖蛆蟲。

不過我們又發現只要經過攪拌，加入酸奶都不

會引致發霉，而且苔蘚的生長狀態也不錯。我

們估計攪拌能夠破壞霉菌避免發霉。

第三，只有攪拌處理

的苔蘚都能夠生長，

但生長速度不及沒有

處理的苔蘚。表示

攪拌處理不會殺死苔

蘚，但會影響它的健

康。

第五，加入吸水珠的

樣本7的生長狀況不

錯，表示吸水珠不會

影響苔蘚生長。而研

磨處理會傷害苔蘚，

減慢生長速度。

第六，種植18天後，除了沒有處理的苔蘚外，其他的苔蘚健

康都變差，出現大片枯黃和死亡。我們認為這和陽光照射和

灌溉不足有關，因為這段時間正值復活節假期，我們未能每

天照顧苔蘚。雖然我們之後已積極灑水補救，但似乎苔蘚已

經死了，沒法救回。只有本來最健康的苔蘚能夠捱得住。這

表示我們種植苔蘚時必須小心留意陽光照射的情況，並時刻

保持土壤濕潤。

把「苔蘚＋清水＋吸水珠＋攪拌1分鐘」試行，

並希望製作一幅苔蘚畫。

總括而言，我們認為酸奶會減慢苔蘚的生長，還會帶來發霉和吸引蛆蟲的反效果，而吸水珠對苔

蘚的生長影響不大。雖然用攪拌機攪拌也會減慢苔蘚的生長，但為了混合材料和塗上牆壁，所以

也是必不可少的步驟。我們最終建議製作苔蘚培養出的方法是：苔蘚＋清水＋吸水珠＋攪拌1分

鐘。

估計這次失敗的原因是水分太多。由於過度擔心苔蘚會缺水而死，所以這次用了保鮮紙包起苔

蘚，令水分過度積聚。曾在一些種植盆境苔蘚的網站得知，苔蘚需要是濕度高的環境，而不是過

濕積水的土壤，過濕的環境會導致苔蘚生病而變得暗黑。

適合的陽光對苔蘚的生長十分重要。陽光過猛會令苔蘚嚴重缺水而死，但陽光不足又會令其生長

不良，所以希望找出不同光強度對苔蘚失水速度的影響。

第四，經攪拌和加入

酸奶處理的樣本5和6

都能夠生長，但生長

狀況比樣本4更差。這

表示加入酸奶會影響

苔蘚的生長速度。

沒有處理（第24天）生長得
比收集時更好

攪拌1分鐘（第13天）也
可健康生長

加入吸水珠（第13天）生
長良好

剛塗上苔蘚培養液 14天後苔蘚仍然沒有生長

攪拌1分鐘並加入酸奶（第13
天）也能生長，但比較稀疏

攪拌1分鐘（第24天）中央位置出現大片
死亡，只餘右下角的區域生存，可能有遮

擋避免長時間照射而得以保存

只加入酸奶（第7天）盒蓋
上充滿蛆蟲

苔蘚培養液的製作總共包括四個步驟，包括(1)加入苔蘚、(2)加入酸奶、(3)加入吸水珠、(4)攪

拌。因此進行一系列測試，以探究哪個步驟會導致失敗。

樣本1:	沒有處理，直接把地上的苔蘚種在盤上。

樣本2:	只加入酸奶到苔蘚中，用研磨輕輕混合，不使用攪拌機。

樣本3:	加入酸奶和吸水珠到苔蘚中，用研磨輕輕混合，不使用攪拌機。

樣本4:	把苔蘚放在攪拌機攪拌一分鐘，不加入任何材料。

樣本5:	加入酸奶，然後用攪拌機攪拌一分鐘。

樣本6:	加入酸奶和吸水珠，然後用攪拌機攪拌一分鐘。

樣本7:	只加入吸水珠，用研磨輕輕混合，不使用攪拌機。

探究二：找出種植苔蘚失敗的原因

探究三：試行改良的苔蘚培養液

探究四：研究光線對苔蘚失水速度的影響

測試樣本：

結果：苔蘚最終沒有生長。

結果：

樣本 1 2 3 4 5 6 7

處理 沒有處理
不攪拌
＋酸奶

不攪拌
＋酸奶
＋吸水珠

攪拌
攪拌	
＋酸奶

攪拌
＋酸奶
＋吸水珠

不攪拌
＋吸水珠

第3日 ＋＋＋ X － ＋ － － ＋

第7日 ＋＋＋＋ X X ＋＋ ＋ ＋ ＋＋

第10日 ＋＋＋＋＋ X X ＋＋＋ ＋ ＋ ＋＋

第11日 ＋＋＋＋＋ X X ＋＋＋ ＋＋ ＋＋ ＋＋＋

第18日 ＋＋＋＋＋ X X ＋＋ ＋ ＋ ＋＋

第21日 ＋＋＋＋＋ X X ＋＋ ＋ ＋ ＋＋

第24日 ＋＋＋＋＋ X X ＋＋ － － ＋

結果：

光強度
（lux）

開始時裝置的
重量（g）

一小時後裝置
的重量（g）

缺水速度
（g/hr）

淨苔蘚重量
(g)

失水重量佔苔蘚重
量的百分比（%）

3000 65.4 63.7 1.7 33.7 5.04%

1000 65.2 64.2 1 33.7 2.97%

500 65.0 64.1 0.9 33.7 2.67%

100 64 63.3 0.7 33.7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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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測試結果得知，光強度越高，苔蘚的

失水速度越高。以每天約8小時較強日照

來計算（3000lux），苔蘚失水的百分比

可高達5.04%x8=40%，可見每天灌溉的

重要性。不過我們不應在中午太陽最猛

烈的時間淋水，因為在苔蘚上的水珠能

令陽光聚焦曬傷苔蘚。我們建議在早上

和黃昏各淋水一次。另外，即使在光強

度最弱的環境（100lux），8小時的失水

百分比也達17%，可見每天淋水的重要

性，一點也不可以懶惰。

發現苔蘚缺水是死亡的主要原因，因為在平日上課天我們可以為苔蘚淋水的話，苔蘚培養液都能

保持充水飽滿的狀態。但星期六日假期過後，苔蘚便會完全乾透，表示種植苔蘚的話必須每天都

要淋水，否則必死無疑。

雖然經過一連串測試，但我們的苔蘚培養液始終未能穩定地在學校生長，最大的困難是未能做到

每天淋水，因為星期六日我們不用回校上課，而淋水太多也會導致苔蘚生病。我們希望日後可找

一套自動灌溉系統解決這個難題。另外，由於冬天氣溫低降雨量少，我們難以收集足夠苔蘚進行

測試，令我們要到2月底才可以開始進行測試，更要花一段時間觀察苔蘚生長，令探究時間非常

有限。我們會在常識百搭活動後繼續研究苔蘚塗鴉，希望日後能在校園實踐。

最後，發現苔蘚受日照缺水的問題非常嚴重。網上看到外國綠油油的苔蘚塗鴉，原因可能是由於

歐洲的溫度比香港低，所以苔蘚生長故此較好。故此不建議在熱帶地區，用苔蘚綠化天台和大廈

外牆。如要綠化，改用耐旱植物會比種苔蘚好。

我們可以利用「2杯苔蘚＋350mL清水＋2匙吸水珠＋攪拌1分鐘」這個配方來製作苔蘚培養液，

然後塗在一些粗糙而不被陽光直射的牆壁上成為苔蘚畫。天氣炎熱時，早上和黃昏要淋水以保持

苔蘚濕潤。

wikiHow（2016）：如何種植苔蘚，摘自http://zh.wikihow.com/%E7%A7%8D%E6%A4%8D%E8%8B

%94%E8%97%93

Artxy(2014),	WHY	THE	MOSS	GRAFFITI	PAINT	DOESN’T	WORK,	Retrieved	on	February	12,	2017,	

Retrieved	from

http://www.art-xy.com/2014/11/why-moss-graffiti-paint-doesnt-work.html

Designboom(2013),	moss	graffiti	grows	on	walls	by	anna	garforth,	Retrieved	from

http://www.designboom.com/art/moss-graffiti-grows-on-walls-by-anna-garforth-09-30-2013/

STENCIL	REVOLUTION(2013),	How	to	Make	Moss	Graffiti	–	The	Step	by	Step	“Grow＂	Guide,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encilrevolution.com/tutorials/how-to-make-moss-graffiti/

Youtube(2012),	Moss	Graffiti,	Retrieved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BsIljmgm7o

大檸檬株式會社（2014）：用苔蘚顏料塗鴉，紅磚牆瞬間活

了起來，摘自

http://www.ettoday.net/dalemon/post/5424

每日頭條（2017）：苔蘚也能這麼玩，真是創意爆棚，摘自

https://kknews.cc/zh-hk/home/k8ek9aq.html

維基百科（2017）：苔蘚植物，摘自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94%E8%97%93%E6%A

4%8D%E7%89%A9

壹讀（2016）：如何呵護自己的植物王國，摘自

https://read01.com/4AG8kG.html

除了在盒中種植苔蘚外，我們亦想知道學校中各種牆壁表面能否黏附苔蘚，以及種植苔蘚會否損

害物件表面。從網上得知苔蘚塗在油漆牆壁上會引致剝落，所以不會測試油漆壁。

除了塗在玻璃上，苔蘚出現嚴重下滑外，其他表面都能穩固黏附苔蘚。

另外，所以表面在三天後都沒有損害，表示苔蘚適合在學校的各種表面

種植。

結果所有苔蘚都因缺水而死亡。

探究五：測試不同表面黏附苔蘚的能力

探究六：把改良了的苔蘚培養液在學校試行

地點 三天後苔蘚有沒有剝落 表面有沒有損害

紙皮 沒有 沒有

瓷磚 沒有 沒有

卵石面 沒有 沒有

不銹鋼 沒有 沒有

玻璃 有 沒有

塗在玻璃上出現下滑

樓梯位置

地點 空氣流通狀況 光強度（lux） 苔蘚生長狀況

樓梯 良好 2020 死亡

課室窗外 良好 1134 死亡

走廊盡頭的遮蔽處（1） 較差 312 死亡

走廊盡頭的遮蔽處（2） 較差 378 死亡

困難

總結

總結

苔蘚塗鴉實用性高且具創
意，可考慮各有利因素並
加以改良設計，推廣至各
學校。以日常生活入手，
並將之帶入校園，值得讚
賞。探究過程能收集不同
類型數據，顯示同學們用
心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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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林妙璇老師、莫銘基老師

組員：蔡紫晴同學、陳治豪同學、莫栢希同學、王皓霖同學、影曦同學、徐朗睿同學

學校：黃埔宣道小學

探究意念

科學原理

測試材料

探究過程

環保署於《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中指出2015年堆填區每日接收的廢物中，廚餘、廢紙及塑

膠已佔整體都市固體廢物76%，合共7822公噸。當中廢紙及塑膠更分別較2014年增加了17.5%和

8.3%。如情況未能改善，按趨勢預計香港現有的三個堆填區將於2020年前相繼飽和。棄置廢紙不

只帶來了堆填區飽和的問題，還會浪費資源。其實我們每製造1公噸紙張就需要砍伐17棵樹和使

用1500公升燃油，無疑正加快森林消失及耗盡燃料。為了減少製造紙張及加強廢物再生的概念，

我們循環再造廢紙，並將測試各種再造紙的耐水性及承重力，得出最耐水和最能承重的再造紙。

另外，我們會在製造再造紙的過程中加入黏合劑，可是有些黏合劑（膠水）是由石油副產品提

煉，既不環保也對人有害，因此我們嘗試找尋膠水代替品。

首先把廢紙浸水和剪碎或利用攪拌機攪碎成紙漿，過程中廢紙的纖維會被拆散，把紙漿倒在網

上，壓走多餘的水份。當再造紙全乾時，被拆散的纖維就會重組成為再造紙。造紙過程中於紙漿

加入黏合劑，可加強重組纖維之間的黏合力，有助提升再造紙的韌度。

材料：再造紙，測試用具：鐵支架、砝碼、滴管。

第一，利用不同廢紙（報紙、A4紙及雜誌紙）來製造再造紙，測試它們的耐水性及承重力。第

二，因膠水是石油副產品，當中有些成份如PVAL對人體有害，所以我們嘗試用無害的雞蛋、麵粉

和糯米粉代替膠水作為黏合劑。

報紙再造紙的耐水性比原生紙高大約6倍，而A4和雜

誌再造紙的耐水性都比原生紙差。另外，報紙再造紙

的耐水性最好（70滴水）。

＊測試上限為70滴水

為了對比再造紙和原生紙的耐水性，我們會

利用支架拉住再造紙，並會在再造紙上加上

砝碼，利用滴管滴水，測試要用多少滴水才

可以撕裂再造紙。

為了對比再造紙和原生紙的承重力，我們會利用

支架拉住再造紙，並在紙上放上砝碼，測試要放

置多重的砝碼才可以撕裂再造紙。

1.	把2張A4尺寸的廢紙撕碎，放入燒杯中並加入300mL水浸泡1晚。

2.	用手把紙碎搓爛或利用攪拌機直接把撕碎的廢紙和30mL水倒入攪拌機攪碎成紙漿。

3.	在紙漿中加入10mL黏合劑攪勻。

4.	把紙漿倒在模板上，加上膠片及網，用壓水板壓走多餘的水份。

5.	拿開膠片後把再造紙從網上拿出，平放於枱上自然風乾。

兩個測試目的：

測試項目一：耐水性 測試項目二：承重力

製作再造紙：

方法：

1.	把需要測試的紙張剪裁成14	cm長和9	cm闊尺寸的紙條。

2.	把兩邊支架固定。

3.	再將紙條固定在兩個支架上，兩邊距離15cm。

4.	把1個200克的砝碼放在紙上。

5.	用滴管把水滴在砝碼旁，在加每一滴水前等3秒待紙張把水吸收。

6.	不斷用滴管滴水直至紙張撕裂，並記錄滴水次數。

7.	利用不同品質的再造紙，重複步驟1至步驟7的測試，並用圖表記錄。

8.	分析結果，選出耐水性最佳的再造紙。

方法：

1.	把需要測試的紙張剪裁成14	cm長和9	cm闊尺寸的紙條。

2.	再將紙條固定在兩個支架上，兩邊距離	15cm。

3.	在紙條中央放上500克的砝碼。

4.	砝碼重量逐步遞增，並記錄每次加上砝碼的重量，直至再造紙撕裂。

5.	利用不同品質的再造紙，重複步驟1至步驟4的測試，並用圖表記錄。

6.	分析結果，選出承重力最佳的再造紙。

對比再造紙和原生紙的耐水性及承重力：

測試一: 耐水性

測試二：承重力

結果：

結果：

再造紙 原生紙

耐水性 報紙 A4紙 雜誌 報紙 A4紙 雜誌

第一次（滴） 70* 16 23 7 22 23

第二次（滴） 70* 18 10 14 23 23

平均值（滴） 70* 17 16.5 10.5 22.5 23

再造紙 原生紙

承重力 報紙 A4紙 雜誌 報紙 A4紙 雜誌

第一次（克） 2700 3400 4000* 2000 4000* 4000*

第二次（克） 4000* 3800 4000* 1800 4000* 3600

平均值（克） 3350 3600 4000 1900 4000* 3800

*測試上限為4000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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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上限為70滴水

A4紙所造的再造紙比原生紙的承重力低了10%。報紙

和雜誌所造的再造紙的承重力較原生紙分別高出76%及

5.3%，由於我們在造紙過程中加入了膠水作為黏合劑，

加強了它們纖維之間的黏合力，從而提高再造紙的承重

力。雜誌再造紙的承重力最高(可承重4000克)。

蛋白能提高A4再造紙(310%)和雜誌再造紙(120%)的耐水性,	但卻使報紙再造紙的耐水性低了5%。麵

粉水能提高A4再造紙(270%)和雜誌再造紙(66%)的耐水性,	但卻使報紙再造紙的耐水性低了19%。糯

米粉水能提高A4再造紙(260%)和雜誌再造紙(180%)的耐水性,	但沒有改變報紙再造紙的耐水性。

蛋白可提高報紙再造紙(2.9%)和A4再造紙(5.5%)

的承重力，而沒有改變雜誌再造紙的承重力。

糯米粉水能提高報紙再造紙的承重力(1.5%)，但

降低了A4再造紙的承重力(11%)，並水沒有改變

雜誌再造紙的承重力。麵粉降低了報紙、A4紙

和雜誌紙的承重力。

初時我們並沒有用攪拌機把紙張攪碎,用人手把浸軟的紙張搓爛，使紙碎太大，難以黏合令到再造

紙有裂痕，容易比撕爛。我們發現麵粉未能完全溶於水中，未能均勻黏合再造紙，令再造紙有裂

痕。測試的紙條太小，進行承重力測試時未能把砝碼置於紙張中間，有部份砝碼碰到兩邊支架，

影響測試結果。

1.	我們製作了不同的再造紙，測試了它們的耐田性和承重力後得出以下結論：

•	雜誌紙所造的再造紙有最高承重力。

•	報紙所造的再造紙有最好的耐水性。

1.	把完成的再造紙放在光面的雜誌上，曬乾後要小心把它從雜誌上分離，以免再造紙破損。

2.	利用攪拌機把紙張均勻攪碎成紙漿。

3.	利用熱水溶解麵粉和糯米粉為溶液，能均勻黏合再造紙的纖維。

4.	用相同重量的廢紙來做再造紙，因相同大小(A4尺寸)的廢紙可能重量不一致，導致造出來	 	

	 的再造紙厚度和重量有差異，影響結果。

5.	測試原生紙跟再造紙的耐水性及承重力時，應用重量一致的紙張以達致公平測試。

測試一：耐水性

測試二：承重力

探索不同黏合劑對再造紙耐水性及承重力的影響：

結果：

分析：

報紙 A4紙 雜誌

耐水性 麵粉水 糯米粉水 蛋白 麵粉水 糯米粉水 蛋白 麵粉水 糯米粉水 蛋白

第一次（滴） 68 70* 63 55 58 70* 24 23 36

第二次（滴） 45 70* 70* 70* 66 70* 31 70* 36

平均值（滴） 56.5 70* 66.5 62.5 62 70* 27.5 46.5 36

報紙 A4紙 雜誌

承重力 麵粉水 糯米粉水 蛋白 麵粉水 糯米粉水 蛋白 麵粉水 糯米粉水 蛋白

第一次（克） 2700 3100 4000* 1000 4000* 3600 2000 4000* 4000*

第二次（克） 3000 3700 2900 4000* 2400 4000* 4000* 4000* 4000*

平均值（克） 2850 3400 3450 2500 3200 3800 3000 4000* 4000*

*測試上限為4000克

結果：

分析：

困難

總結

建議

75 76



2.	在找尋膠水的替代品時，要考慮其他添加劑能否改善再造紙的耐水性和承重力，得出以下結論：	

承重力 耐水性 承重力 耐水性 承重力 耐水性

報紙 A4紙 雜誌

蛋白 √ X √ √ √ √

麵粉 X X X √ X √

糯米粉 √ √ X √ √ √

√ ＝表現比膠水好或不變	 X	＝表現比膠水差

製造報紙再造紙時，可用糯米粉代替膠水。製造A4再造紙時，可用蛋白代替膠水。製造雜誌再造

紙時，可用蛋白和糯米粉代替膠水。麵粉不適合取代膠水。

環境保護署	(2015)：《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取自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tc/workplace/tips_green_of-

fice.htm

明報(2016)：<人均垃圾量10年新高回收率5年新低>，取自

http://m.mingpao.com/pns/dailynews/web_tc/article/20161223/

s00002/1482429145624

林妙璇老師及莫銘基老師

蔡紫晴同學：我很榮幸能夠參加「常識百搭」這個活動，我發現原來A4紙是不吸水的，另外原

來用不同物料製成的再造紙製成品的表面質感也不一樣。

陳治豪同學：今次活動讓我獲益良多，學到了怎樣造紙。而且發現了可以不用膠水，而可改用蛋

白、麵粉和糯米粉作為黏合劑。我還學到了，在造紙時不要放太多水，否則會滿溢到桌上。最後

我學到了做測試一定要細心。

莫栢希同學：我很榮幸能夠參加第20屆的常識百搭。我們不停地造再造紙來測試它們的耐水性和

承重力。雖然在撕碎廢紙這個步驟令我的手指頭都發麻了，但我們都沒有放棄。由於膠水這個添

加劑內含有毒的“PVAL＂，所以我們嘗試了用蛋白、麵粉水和糯米粉水來代替膠水這個添加劑。

經過這次的活動，我們知道了人類經常浪費紙張。同時，我們也知道了堆填區中有20%都是廢紙

呢！此外，商人為了吸引人買他們做的再造紙，在造紙的過程中加入大量有毒的漂白劑，令紙張

變得更雪白！所以，我們也要小心地選擇紙張啊！

王皓霖同學：透過「常識百撘」活動，我們發揮了團隊精神，做了很多新奇又刺激的測試，從當

中獲得了不少的知識，我們真的獲益良多啊！由於人類大量砍伐樹木，所以樹木的數量不斷地減

少，因此人們研發了再造紙，希望可以循環紙張。

影曦同學：今年我能參加常識百搭探究活動，令我很開心。在探究過程中，我發現在工商業固體

廢物中，有大約20％是廢紙，其實，我們只要回收我們不需要的紙張，就可以有又新又漂亮的紙

張。我現在都明白做再造紙很不簡單，但我們大家一起努力，就可以保護環境。我希望在未來，

多些人會做再造紙。最後我想多謝各位幫助我的老師和同學！

徐朗睿同學：今年是我第二次參加常識百搭探究活動，很開心可以跟同學一齊做再造紙，當中除

了獲得了不少再造紙的知識，亦學會了細心進行測試。另外對

於要拍攝短片覺得又刺激又好玩。

感想

參考資料

鳴謝

探究過程合理，結論與
數據一致，同學們亦對
有關的科學原理有深入
理解。若能按探究結
果，向物料方向進行更
深入探究，將有更多發
展空間。

1.

2.

教師：梁賢慧老師、羅懿敏老師、梁鉅楠老師

組員：何梓臻同學、梁曉彤同學、陳陽霖同學、梁梓幸同學、葉韻怡同學、吳星宇同學

學校：廣東省中山市黃圃鎮培紅小學

探究意念

科學原理

測試器材

測試器材

家庭菜園適合種植生長期短、生長速度快且易打理的植物，通常種豆芽就是一個很好的選擇。芽

苗類蔬菜由於污染少、栽培地點選擇餘地大、生長週期短及口感好，已成為經濟效益較高的「綠

色蔬菜」。種子發芽需要合適的水分、適宜的溫度和充足的氧氣等條件，因此在什麼條件下培植

的豆芽生長得更健康、速度更快、顏色更潔白呢？

種子發芽需要合適的水分、適宜的溫度和充足的氧氣等條件。芽苗類蔬菜與其他蔬菜的栽培相

比，具有明顯的優勢：1)	生產週期短，極少受害蟲影響；2)	芽苗類蔬菜生產所需要的養分來源於

貯藏器官（種子），避免了化學肥料的污染；3)	生產不受季節限制；4)	節約土地資源。

1.	選擇有光澤、顆粒飽滿、成熟度好、大小均勻、無病蟲害、無破損的種子為試材。稱量綠豆三	

	 份，每份100顆種子

2.	自來水洗淨種子後，用自來水浸泡種子24小時。浸種結束後，將種子分別平鋪在三個育苗盆中

3.	A盤，放少量清水；B盤，放適量清水；C盤水位完全沒過種子

4.	日間每隔兩小時淋水一次。室內培植，溫度大約20℃

5.	兩天后，記錄發芽率

種子、育苗盆、溶氧量傳感器、噴壺、尺子、廚房紙、印刷紙、舊棉布

測試一：不同水量對豆芽發芽率的影響

測試步驟：

測試數據： A少量水 B適量水 C過量水

發芽率 13% 91% 36%

溶氧量 8.2mg/L 11.7mg/L 3.6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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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測試發現，豆芽在生長過程中，需要適量的水分。水量不足，種子無法發芽。相反，水過

多，最終會腐爛。查閱資料知道，植物會進行呼吸作用，而過量的水隔絕了大部分的氧氣，導致

植物腐爛。為此，測量了三盆種子的溶氧量。果然，C盤的溶氧量最少。此外，還發現豆芽的子

葉容易發紅。查閱資料發現，原來綠豆芽在培植的過程中需要遮光進行，如果見光豆芽的子葉就

會發紅。因此，培植綠豆芽應該在遮光的條件下進行。

1.	選擇有光澤、顆粒飽滿、成熟度好、大小均勻、無受蟲害影響、無破損的種子為試材。稱量綠	

	 豆五份，每份100顆種子

2.	自來水洗淨種子後，用自來水浸泡種子24小時。浸種結束後，將種子分別平鋪在五個育苗盆中

3.	A盆日間每隔4小時淋水一次，B盆日間每隔3小時淋水一次，C盆日間每隔2小時淋水一次，D盆	

	 日間每隔1小時淋水一次，E盆日間每隔半小時淋水一次

4.	三天後在每個育苗盆中隨機選取20株豆芽，記錄豆芽的長度並計算平均值

1.	選擇有光澤、顆粒飽滿、成熟度好、大小均勻、無受蟲害影響、無破損的種子為試材。稱量綠	

	 豆六份，每份100顆種子

2.	自來水洗淨種子後，分別放在保溫杯中用不同水溫中浸泡24小時。A盆的種子：10℃；B盆的		

	 種子：20℃；C盆的種子：30℃；D盆的種子：40℃；E盆的種子：50℃；F盆的種子：60℃

測試二：不同淋水頻率對豆芽長度的影響

測試三：浸種溫度對豆芽長度的影響

測試步驟：

測試步驟：

測試數據：

結論：培植豆芽其實是種子發芽的過程，水分是種子發芽的關鍵影響因素之一。培植綠豆芽應該

是通風、遮光的環境下進行。

結論：淋水間隔並不是越短越好。隨著

淋水間隔時間的縮短，豆芽的長度先增

加後降低。猜測淋水間隔時間短，令種

子供水充足，但氧氣濃度下降，導致豆

芽的生長情況受到影響。因此，淋水間

隔2-4小時是較好。

3.	浸種結束後，將種子分別平鋪在六個育苗盆中培植。日間每隔3小時淋水一次

4.	三天後在每個育苗盆中隨機選取20株豆芽，記錄豆芽的長度，並計算平均值

試驗於2017	年2	月21	日進行，室內溫度低於15	℃。

1.	選擇有光澤、顆粒飽滿、成熟度好、大小均勻、無受蟲害影響、無破損的種子為試材。稱量綠	

	 豆三份，每份100顆種子。

2.	種子用清水沖洗乾淨，置於40℃清水中浸泡24小時，31日布盤，並置於相應環境內培養，試驗	

	 設計3	個處理。A：露天栽培（溫度<15	℃）。B：室內空調暖氣栽培（20	℃<溫度<25	℃）。	

	 C：室內電暖爐旁栽培（溫度30	℃左右）。

3.	日間每隔三小時淋水一次。

4.	每天上午11點在每個育苗盆中隨機選取10株豆芽，記錄豆芽的長度。

真葉小、胚軸長、胚根短的豆芽在市場上較為受歡迎，因此，25℃培養比30℃更有利於綠豆芽食

用性狀的形成，前期高溫、中期低溫、後期高溫，利於豆芽的生長，既可提高豆芽的長度，使豆

芽的品質達到最佳。不過，在家裡培植豆芽，不一定追求最好效果。如借助空調、暖爐等設備為

豆芽提供最適宜生長的溫度，反而違背了「環保」的理念。

測試數據：

結論：在10℃-40℃的範圍內，

浸種溫度越高，豆芽生長情況越

好。但浸種溫度過高，會損傷種

子。因此，在40℃左右的水溫浸

種最佳。

測試四：不同培植溫度對豆芽生長的影響

測試步驟：

結果與分析：

測試數據： 不同培植溫度對豆芽生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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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別用印刷紙、舊棉布測試，以清水為對照

2.	選擇有光澤、顆粒飽滿、成熟度好、大小均勻、無受蟲害影響、無破損的種子為試材。稱量綠	

	 豆三份，每份100顆種子

3.	種子用清水沖洗乾淨，置於40℃清水中浸泡24	小時，並置於相應環境內培養，試驗設計3個處	

	 理。A：印刷紙培植。B：舊棉布培植。C：清水培植

4.	日間每隔三小時淋水一次

5.	五天後在每個育苗盆中隨機選取20株豆芽，記錄豆芽的長度

通過上述探究，發現了在家種植豆芽的一些種植技巧：

1.	用大約40℃左右的水溫浸種24小時

2.	日間每隔大約3小時淋水一次

3.	有條件的話，在大約25℃的環境下培植

4.	借助棉布或者印刷紙等基質幫助豆苗生長

因此，我們還嘗試種植了其他豆芽和豆苗。

豆芽的培植雖然簡單方便，但在實際種植過程中還應注意以下問題：

1.	育苗盤與種子的消毒：豆芽生長過程總很容易出現種子黴爛等情況，所以在生產前一定要做好	

	 消毒工作。

2.	栽培環境和條件的控制：豆芽生長前期是在黑暗條件下進行的到後期才見光轉綠，所以一定要	

	 控制好光照條件。其次，豆芽生長需要大量的水分，但水量過多也易出現種子黴爛現象，因此	

	 要控制好每天的淋水頻率和淋水量。再者，前期高溫、中期低溫、後期高溫的培植溫度，利於	

	 豆芽的生長，既可提高豆芽的品質。

3.	採收：豆芽含水量較多而且長勢較快，為保持較高品質，必須及時採收。

因為我們實驗室沒有非常精確的設備能測量豆芽的直徑，所以本次測試我們本來想通過測量豆芽

的直徑和重量來評價豆芽的生長情況，但最終在測試過程中，測量出各種不同培植條件的豆芽直

徑的平均值和重量幾乎沒有差別。除此之外，本來還想通過儀器化驗出豆芽的營養成分，探究怎

樣的培植方式豆芽的營養價值更高。假如以後有更加精確、更加先進的器材能解決這個問題，相

信能更加深入地探究豆芽的生長。

結論：在不同基質中生長的豆芽的長度

為舊棉布66.3mm>印刷紙63.7mm>清水

61.0mm，在棉布中生長的豆芽長度要

明顯高於印刷紙和清水中生長的，呈顯

著優勢。我們猜測，棉布更適宜豆芽生

長的原因是棉布的吸水性能較好，而且

通風透氣。但用棉布種植有個缺點：豆

芽的根會紮進棉布的纖維裡面，很難清

理。而印刷紙就恰好能彌補這個缺陷，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測試五：不同基質對豆芽生長的影響

測試步驟：

實驗資料：

應用

困難

總結

豌豆苗 紅豆苗 蘿蔔苗 小麥苗

何梓臻同學：一株小小的豆芽隱藏著很多科學奧秘。通過這次的測試，我知道豆芽在生長出第

一片真葉之前並沒有光合作用，只有呼吸作用。所以培植豆芽並不需要陽光，而是需要充足的氧

氣。我們平常吃的豆芽，其實是伸長的胚軸。豆芽生長過程所需的營養主要是由子葉供給的。

梁曉彤同學：一開始我們在設計測試的時候，同學們提出過很多的猜想。很多測試我們都想探

究，不過後來經過分析討論，比如探究不同顏色的光照對豆芽的影響，這個測試我們刪除了。因

為我們是希望在家裡用更簡便的方式種植出好吃的豆芽，如果還增加那麼多條件，那樣就很難在

生活中應用了。

陳陽霖同學：在這次探究中，我有些地方做得不夠好，以後我做測試一定要嚴格按照測試計畫去

觀察和記錄資料。當然，在這次活動中，我和高年級的哥哥姐姐一起分工合作，也有自己獨立完

成的測試，對我來說是一次磨煉。

梁梓幸同學：經過兩個多月的測試，我瞭解到很多課外知識。我覺得要自己動手種植豆芽還真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我們稍微不注意豆芽就會長得不好。如果要種出像市場上買到的潔白的、

胖胖的豆芽就更加難了。不過，我也能為保護地球，節能減排出一份力量，還是很自豪的。

在測試選題過程中，得到了鄰居暉伯伯接受我們的採訪，讓我們了解到在陽台怎樣種植有機蔬

菜。外出拍攝的時候，也得到曾向銳主任和梁鉅楠老師的幫助。感謝我們的爸爸媽媽，支持我們

開展這個科學探究活動。同時，也感謝梁賢慧老師和羅懿敏老師一直以來對我們的實驗給予精心

的指導。最後，也感謝我們自己，遇到困難不斷克服、不斷改進，感謝所有成員在整個實驗過程

中付出的辛勤勞動。

1.	劉萬勃、宋明（2000）：《芽苗菜生產技術》。西南園	

	 藝，28（2）	:	28-	29。

2.	王德擯、張德醇（1999）：《芽苗菜栽培技術百問》。	

	 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3.	郭世榮（2003）：《無土栽培學》。北京：中國農業出	

	 版社	：337－342。

4.	張德純、王德檳（2003）：《芽苗菜栽培技術》。中國	

	 食物與營養，（2）:65－68。

感想

鳴謝

參考資料

以多元化角度分折
議題，對測試設計
的原理及分折掌握
準確，組員間的合
作無間，表現十分
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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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熊維聰老師、袁敏老師、蘇文輝老師

組員：黃海容同學、鄭玥璿同學、楊欣悅同學、吳豔冰同學、潘志文同學、伍星同學

學校：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學  

探究意念

科學原理

測試過程

家裡和學校有一些綠色植物盆栽，這些盆栽對空氣中的氧氣、二氧化碳、相對濕度、溫度是否有

影響呢？不同季節、不同盆栽的影響又是否有不同呢？
相對濕度方面：有盆栽的有機玻璃罩（頻道2）相對濕度更高，說明盆栽能提高周圍環境濕度。

空白對照組(頻道1)也在上升，可能是感測器在適應。

氧氣、二氧化碳方面：有盆栽的有機玻璃罩內的氧氣濃度略高於無盆栽的，可能是下午5點陽光

已較弱，盆栽的光合作用較微弱，釋放出的氧氣較少。二氧化碳資料保存失敗。
1.光合作用：光合作用（Photosynthesis）是綠色植物利用葉綠素等光合色素和某些細菌（如帶

紫膜的嗜鹽古菌）利用其細胞本身，在可見光的照射下，將二氧化碳和水（細菌為硫化氫和水）

轉化為儲存著能量的有機物，並釋放出氧氣（細菌釋放氫氣）的生化過程。同時也有將光能轉變

為有機物中化學能的能量轉化過程。

2.呼吸作用：生物體內的有機物在細胞內經過一系列的氧化分解，最終生成二氧化碳、水或其他

產物，並且釋放出能量的總過程，叫做呼吸作用。

3.蒸騰作用：蒸騰作用（Transpiration）是水分從活的植物體表面（主要是葉子）以水蒸汽狀態

散失到大氣中的過程，是與物理學的蒸發過程不同，蒸騰作用不僅受外界環境條件的影響，而且

還受植物本身的調節和控制，因此它是一種複雜的生理過程。其主要過程為：土壤中的水分→根

毛→根內導管→莖內導管→葉內導管→氣孔→大氣.植物幼小時，暴露在空氣中的全部表面都能蒸

騰。

測試時間和地點：冬季，2016年12月15日下午5點，學校竹園

天氣和溫度：晴天，溫度為約15℃

材料：2個有機玻璃罩、菊花3盆、2個氧氣感測器、2個二氧化碳感測

器、2個相對濕度感測器、2個MGA資料獲取器、透明膠

步驟：

(1)	將2個氧氣感測器分別連接在氧氣MGA的頻道1、2，預熱10分鐘。

(2)	將2個二氧化碳感測器分別連接在二氧化碳MGA的頻道1、2，預熱10	

　		分鐘。

(3)	將2個相對濕度感測器分別連接在相對濕度感測器MGA的頻道1、2。

(4)	將連接頻道1的氧氣感測器、二氧化碳感測器、相對濕度感測器接在1號有機玻璃罩對應的孔中，

　		密封好。相同的方法將連接頻道2的3個感測器接在2號有機玻璃罩對應的孔中。

(5)	1號有機玻璃罩內不放盆栽，為空白對照組。2號為實驗組，有機玻璃罩內放大號菊花盆栽。

(6)	打開3台MGA，測量資料。

測試時間和地點：冬季，2017年1月12日上午9點，學校課室

天氣和溫度：陰天+小雨，溫度為10℃

材料：4個小號有機玻璃罩、3盆小號盆栽、4個氧氣感測器、4個

二氧化碳感測器、4個相對濕度感測器、4個溫度感測器、4個MGA

資料獲取器、透明膠

步驟：

(1)	將4個氧氣感測器分別連接在氧氣MGA的頻道1、2、3、4，預	

　		熱10分鐘。

(2)	將4個二氧化碳感測器分別連接在二氧化碳MGA的頻道1、2、3、4，預熱10分鐘。

(3)	將4個相對濕度感測器和4個溫度感測器感測器分別連接在相對濕度感測器MGA的頻道1、2、3、4。

(4)	將連接頻道1的氧氣感測器、二氧化碳感測器、相對濕度感測器、溫度感測器接在1號有機玻璃罩	

　		對應的孔中，密封好。同樣的方法將連接頻道2、3、4的感測器分別接在2、3、4號有機玻璃罩

　		的孔中。

(5)	1號為空白對照組，不放盆栽。2號放盆栽勞爾，3號放盆栽雪爪，4號放盆栽冰莓。

(6)	打開4台MGA，測量資料。

結果分析：

盆栽特點：

測試一：測試冬天大號盆栽對空氣中氧氣、二氧化碳、相對濕度、溫度的影響

測試二：測試冬天小號盆栽對空氣中氧氣、二氧化碳、相對濕度、溫度的影響

測試相對濕度資料圖 測試氧氣資料圖

名稱 勞爾 雪爪 冰莓

寬、高 5.3cm，2.7cm 7.3cm，2.5cm 6.8cm，2.1cm

顏色 綠色、白色紅色 綠色、白色、淡粉 白綠

其它 多肉，葉片肥大、短小
葉片尖端帶暗紅色，其花苞

為淡粉，花瓣為橘紅。

葉片細長而薄表面覆蓋一層

白粉，形如蓮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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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
小號盆栽相對濕度數據圖

氧氣數據圖 二氧化碳數據圖

小號盆栽溫度資料圖

相對濕度方面：有盆栽的頻道2、3、4相對濕度明顯高於沒有盆栽的頻道1。至於頻道2盆栽勞

爾、頻道3盆栽雪爪相對濕度比較接近，是最高的。這說明冬季室內盆栽能提高周圍微小環境的

相對濕度。

溫度方面：由於操作失誤，連接MGA頻道2的溫度感測器錯誤連到了空白對照組，連接MGA頻道1

的溫度感卻連到了3盆盆栽的頻道。結果顯示盆栽1、3、4頻道的溫度低於頻道2空白對照組，存

在溫度差異1.5℃，可見盆栽有調節溫度的作用，在室內盆栽能降低溫度。

氧氣、二氧化碳方面：由於操作失誤，連接MGA頻道2的氧氣感測器錯誤連到了空白對照組，連

接MGA頻道1的溫度感測器卻連到了3盆盆栽。結果顯示空白對照組的氧氣濃度穩定在約15.5%；

有盆栽的氧氣濃度低於空白對照組，有略微下降趨勢。頻道1由約16.5%下降到約15.5%，頻道3

、4由約16.5%下降到約15.6%。

至於二氧化碳濃度，空白對照組保持在約460ppm，較穩定；有盆栽的二氧化碳濃度都有上升趨

勢。可見盆栽對氧氣濃度和二氧化碳濃度有影響。在冬季室內，盆栽呼吸作用略大於光合作用，

呈現出氧氣濃度略微下降，二氧化碳濃度略微上升的趨勢。

相對濕度方面：結果顯示，有盆栽的相對濕度明顯高於沒有盆栽的。盆栽天竺葵和紅掌相對濕度

比較接近，是最高的。這說明盆栽能提高周邊微小環境濕度。

溫度方面：由於操作失誤，連接MGA頻道2的溫度感測器錯誤連到了空白對照組，連接MGA頻道1

的溫度感測器卻連到了3盆盆栽的頻道。結果顯示，4個頻道的溫度在17.32℃—18.8℃之間，有盆

栽的溫度略低於對照組，存在溫度差異，可能盆栽有調節溫度的作用，在室內盆栽能降低溫度。

氧氣和二氧化碳方面：結果顯示，4個頻道的氧氣濃度都保持平穩。至於二氧化碳濃度，空白對

照組保持在800ppm，較穩定；有盆栽的濃度有小幅上升。和同時做測試的小號盆栽相比，中號盆

栽中的氧氣含量較穩定，可能是中號植物盆栽葉片較大，進行了部分光合作用產生了氧氣。

測試時間和地點：冬季，2017年1月12日上午9點，學校課室

天氣和溫度：陰天+小雨，溫度為10℃

材料：1號為空白對照組，不放盆栽。2號放盆栽天竺葵，3號放盆栽紅

掌，4號放盆栽蟹爪蘭。其它同測試二。

盆栽特點：

測試三：測試冬天中號盆栽對空氣中氧氣、二氧化碳、相對濕度、溫度的影響

名稱 天竺葵 紅掌 蟹爪蘭

寬、高 26cm，27.3cm 15cm，32.5cm 25.6cm，16.5cm

顏色 葉片深綠，花黃 花深紅，葉綠 花深紅，葉綠

其它
花奶油黃色，
像凹起的小碗。

葉片酷似芋頭，
花深紅，似腳掌。

仙人掌科植物，
開粉色的花。

結果分析：
中號盆栽相對濕度數據圖   

中號盆栽氧氣數據圖

中號盆栽溫度資料圖

中號盆栽二氧化碳數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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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時間和地點：冬季，2017年1月30日上午10點，家中陽臺

天氣和溫度：晴天，約30℃

材料：1號為空白對照組，不放盆栽。2號放盆栽白掌，3號放盆栽長壽花，4號放盆栽幸運草。其

它同測試二。	

測試時間和地點：冬季，2017年1月30日上午10點，家中陽臺

天氣和溫度：晴天

材料：4個小號玻璃罩子。1號為空白對照組，不放盆栽。2號放盆栽吊蘭，3號放盆栽虎尾蘭，4

號放盆栽幸運草。其它同測試二。

測試時間和地點：冬季，2017年2月5日上午10點，家中陽臺

天氣和溫度：陰天

材料和步驟：4個中號有機玻璃罩，1號為空白對照組，不放盆栽。2號放盆栽長壽花，3號放盆栽

虎尾蘭，4號放盆栽白掌。其它同測試二。

測試四：測試冬天中號盆栽對空氣中氧氣、二氧化碳、相對濕度、溫度的影響

測試五：測試冬天小號盆栽盆栽對空氣中氧氣、二氧化碳、相對濕度、溫度的影響
測試六：測試冬天中號盆栽盆栽對空氣中氧氣、二氧化碳、相對濕度、溫度的影響

盆栽特點：

盆栽特點：

結果分析：

結果分析：

名稱 白掌 長壽花 幸運草

寬、高 26cm，27.3cm 15cm，32.5cm 25.6cm，16.5cm

顏色 葉片綠，花為白色 花深紅，葉片深綠 葉子為紫色，花灰紫

其它 花開完後會變成葉 花較小，葉子肥大。 葉片三角形，每三片一株

名稱 吊蘭 虎尾蘭 幸運草

寬、高 26cm，27.3cm 15cm，32.5cm 25.6cm，16.5cm

顏色 葉片深淺綠帶白 葉片深綠，帶斑點 葉子為紫色，花灰紫

其它 葉片細長 葉片短小肥厚，較硬 葉片為三角形，三片一株

中號盆栽溫度資料圖

小號盆栽相對濕度數據圖 

小號盆栽氧氣數據圖 

中號盆栽氧氣數據圖

小號盆栽溫度資料圖

溫度方面：空白對照組溫度穩定在約20℃，有盆栽的溫度高於空白對照組，存在溫度差異，可能

盆栽有調節溫度的作用，在室外盆栽使空氣溫度升高。

氧氣方面：4個頻道的氧氣濃度在20%—21%之間，有盆栽的略高於沒有盆栽。

在華南地區，冬天有陽光的陽臺溫度達到約30℃時，盆栽會提高周圍微小環境的氧氣濃度和溫

度，箇中原因還未能解釋。

至於二氧化碳和相對濕度資料的資料圖則未能保存。

相對濕度方面：有盆栽的相對濕度明顯高於沒有盆栽。盆栽吊蘭和虎吊蘭的頻道相對濕度比較接

近，是最高的。這說明盆栽能提高周圍微小環境的濕度。

溫度方面：4個頻道的溫度都跟隨環境溫度的變化進行了波動。有盆栽的頻道的溫度高於沒有盆

栽的，存在溫度差異，可能盆栽有調節溫度的作用，在室外盆栽使周圍微小環境空氣溫度升高。

氧氣方面：由於操作失誤，連接MGA頻道4的氧氣感

測器錯誤連接了空白對照組，連接MGA頻道1的氧氣

感測器卻連接了3盆盆栽的頻道。結果顯示，空白對

照組的氧氣濃度保持穩定，	頻道1-3盆栽的氧氣濃度

均呈現先下降後上升的趨勢，可能是前階段溫度較

高，呼吸作用強於光合作用，後階段溫度降低，光

合作用強於呼吸作用。至於二氧化碳資料圖則保存

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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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栽特點：

盆栽特點：

結果分析：

結果分析：

名稱 長壽花 虎尾蘭 白掌

寬、高 26cm，27.3cm 15cm，32.5cm 25.6cm，16.5cm

顏色 花深紅，葉片深綠 葉片深綠，帶斑點 葉片綠，花為白色

其它 花較小，葉子肥大。 葉片肥短，較為堅硬。
葉片綠，

開過花後花會變成葉片。

名稱 朱蕉 豆瓣綠 龍船花

寬、高 18.1cm，25cm 16cm，18.5cm 16.4cm，26cm

顏色
火紅色,果凍金粉色以及覆
盆子色，枝幹桃紅色。

深綠色，嫩果綠色，
枝幹巧克力色。

綠色，葉蒼灰果綠，
花金紅色和赤橘色。

其它 葉大而寬，顏色鮮豔
葉質肥厚而圓潤，

植株矮小。
枝幹紫羅蘭色和巧克力色混

合，大又粗。

中號盆栽相對濕度數據圖

中號盆栽氧氣數據據圖

室外中號盆栽相對濕度數據圖

室外中號盆栽氧氣數據圖 

中號盆栽溫度資料圖

二氧化碳數據圖

室外中號盆栽溫度資料圖

室外中號盆栽二氧化碳數據圖

相對濕度方面：有盆栽的頻道相對濕度明顯高於空白對照組。頻道4盆栽吊蘭的相對濕度比較是

最高的。這說明盆栽能提高周圍微小環境的濕度。

溫度方面：4個頻道的溫度在20℃—21.4℃之間，有盆栽的溫度略均低於沒有盆栽。

相對濕度和溫度方面：有盆栽的頻道的相對濕度和溫度高於對照組，相對濕度最大相差9%，溫

度最大相差1.2℃。其中頻道3、4的相對濕度和溫度高於頻道2。頻道3豆瓣綠、頻道4龍船花葉片

多、葉片均為綠色、葉質肥厚，頻道2盆栽朱蕉部分葉片為紅色，葉片看起來較乾癟。測試發現

春季上午9點室外有陽光的情況下，葉片多、葉片均為綠色、葉質肥厚的盆栽增大周圍環境相對

濕度和溫度的能力比部分葉片為紅色，葉片看起來較乾癟的盆栽強。

氧氣和二氧化碳方面：4個頻道的氧氣濃度和二氧化碳濃度均無明顯變化。綜上說明，陰天時室

外盆栽對氧氣濃度、二氧化碳濃度幾乎沒有影響，可以略微降低溫度，但可以大幅提高周圍環境

的相對濕度。

測試時間和地點：春季，2017年3月29日上午9點，學校正門

天氣和溫度：晴天，溫度為25.8℃

材料：4個中號有機玻璃罩。1號為空白對照組，不放盆栽。在2號放盆栽

朱蕉，在3號放盆栽豆瓣綠，4號放盆栽龍船花。其它同測試二。

測試七：測試春天中號盆栽對空氣中氧氣、二氧化碳、相對濕度、溫度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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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氣和二氧化碳方面：對照頻道1的氧氣和二氧化碳都保持穩定，氧氣濃度保持在約20.78%，

二氧化碳濃度保持在約200ppm。有盆栽的頻道2、3、4的氧氣濃度高於頻道1對照組，保持在

20.78%—21.11%之間，有而二氧化碳濃度則呈現下降趨勢。其中頻道2盆栽朱蕉的二氧化碳濃度

下降比頻道3、4都大。從固定和降低二氧化碳的角度考慮，可能盆栽朱蕉的能力更強。

相對濕度方面：有盆栽的頻道的相對濕度高於對照組。這說明盆栽可以增大環境濕度。對照組也

出現了相對濕度增大的情況，可能是感測器在適應。

溫度方面：4個頻道的溫度隨著環境溫度變化進行波動，有盆栽的頻道溫度低於對照組。可能盆

栽有調節溫度的作用，在室內盆栽能降低溫度。

氧氣方面：空白對照組的氧氣濃度保持在約20.8%，較穩定；有盆栽的有機玻璃罩內的氧氣濃度

保持在20.78%—21.11%之間，頻道3的氧氣濃度由20.79%下降到20.67%，下降趨勢最明顯。

二氧化碳方面：空白對照組的二氧化碳濃度保持在約415ppm，較穩定；頻道2則由約740ppm

下降到約680ppm；頻道3的由約360ppm上升到約630ppm，濃度在上升；頻道4的濃度穩定在約

630ppm。

如果希望通過種植盆栽降低二氧化碳濃度，提高氧氣濃度，在室內可以考慮盆栽綠蘿。而長壽花

會明顯增大二氧化碳濃度，降低氧氣濃度，不建議在室內種植。而室內種植仙人掌對二氧化碳、

氧氣濃度的影響不大。

1.	在8次測試裡，不論在室內室外，不同種類的盆栽都能提高周圍微小環境的相對濕度。如果希		

	 望通過種植盆栽提高周圍環境的濕度，選擇常見盆栽便可。

2.	測試發現，在室內，有盆栽的玻璃罩中溫度更低。在有陽光的室外，有盆栽的玻璃罩中溫度更	

	 高。

3.	在室內，有盆栽的玻璃罩中存在二氧化碳濃度上升、氧氣濃度下降的規律。

4.	在室外有陽光的情況下，有盆栽的玻璃罩中存在二氧化碳濃度下降、氧氣濃度上升的規律。

測試時間和地點：春天，2017年3月29日中午1點，學校自然1室

天氣和溫度：晴天，溫度為25.8℃

材料：1號為空白對照組，不放盆栽。2號放盆栽綠蘿，3號放盆栽長壽

花，4號放盆栽仙人掌。其它同測試二

測試八：測試春天中號盆栽對空氣中氧氣、二氧化碳、相對濕度、溫度的影響

名稱 綠蘿 長壽花 金輝（仙人掌）

寬、高 14cm，16cm 14.8cm，14.3cm 9.3cm，6.3cm

顏色 葉蔗綠，莖嫩綠色。 葉深蒼綠色，花玫紅色。 莖蔗綠色，刺金色。

其它
葉片茂密，呈水滴狀，

莖柔軟細長。
花瓣結構為重瓣，
葉片大而多汁。

莖猶如一個個乒乓球，
肥大多汁，刺不硬。

盆栽特點：

結果分析：

室內中號盆栽相對濕度資料圖

室內中號盆栽氧氣資料圖

室內中號盆栽溫度資料圖

8次測試資料匯總表

室內中號盆栽二氧化碳資料圖

總結

測試

序號
季節 天氣 場所 盆栽大小 相對濕度 溫度 氧氣 二氧化碳

1 冬季 晴天 室外 大號 增大 增大

2 冬季 小雨 室內 小號 增大 降低 降低 增大

3 冬季 小雨 室內 中號 增大 降低 平隱 增大

4 冬季 晴天 陽臺 中號 增大 降大 增大

5 冬季 晴天 陽臺 小號 增大 增大 先降後升

6 冬季 陰天 陽臺 中號 增大 降低 無明顯變化

7 春季 晴天 室外 中號 增大 增大 增大 降低

8 春季 晴天 室內 中號 增大 降低 盆栽不同，情況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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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

困難

鳴謝

參考資料

黃海容同學：這次做測試，感觸非常大，首先是覺得在做測試的過程中，通過老師的精細要求，	

得出結論。做測試時，要嚴格要求自己，這樣才能有效地完成測試。第二是發現做測試要整理測

試器材，也證明做測試不僅僅只有科學，更多的還是要靠平時生活中的收拾整理經驗。第三個是

瞭解到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也感受到科學魅力。做測試不僅僅是為了結果，更重要的

是享受做測試的過程，因此，做實驗不僅僅是嚴肅，更多的是有趣！

鄭玥璿同學：通過這次測試，我們都有一些深切的感想。首先，在調動MGA的時候，需要預熱10	

分鐘。在這個時候我們把一些相關資料都記錄了下來。比如龍船花的葉子是果凍金紅色、火紅色

和覆盆子色等。待預熱好，便開始了辛苦的測試過程。這次除了瞭解到光合作用（二氧化碳和水

通過陽光的照射）和呼吸作用，學到了很多科學知識；也知道了團結和集體精神。這次測試還讓

我們深切的體會了工作的艱辛和科學工作者達到了實驗成果時的快樂。以後還要進行很多次的試

驗，也會經歷很多次的苦難和成功。我們都很喜歡這次的試驗。

楊欣悅同學：這個測試很有意義，主要讓我們瞭解到了植物的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我很喜歡養	

殖一些植物，但有些植物的二氧化碳較高，不適合養在家中，通過這個測試，讓我瞭解到了不少

關於植物的生長之類的，收穫很多，瞭解到了很多課外知識，所以我也很喜歡這個測試。

1.由於做測試的時間較長，經常會出現MGA突然沒電的情況，因此會遺失之前的資料，只能夠重

新再做。加上天氣的不斷變化和二氧化碳的感測器遇潮濕易壞，所以很容易導致測試失敗。

2.測試發現，在室內，有盆栽的玻璃罩中溫度更低；在有陽光的室外，有盆栽的玻璃罩中溫度更

高，但原因仍未明。

感謝隊員們的努力和老師們的辛勤指導！

百度百科(2017)：<光合作用>。檢自http://baike.baidu.com/link?url=6-o8xjSc-Hbd3hkaoXP-rQCzi-

oXVKWGRLDx3dK_1KHxV7RQML2aFrXNw7LDbVpNGrWsr1ZQF_VnkpBYp01GNYsjW3FW8X-

Wekx3xjXNdiCFpKoxBLOatLHFKV3c7hoIB0

百度百科(2017)：<呼吸作用>。檢自http://baike.baidu.com/link?url=5z6-9GZJZe8asTX6Hg4N-

qOwM7duydSFWbw1eQSRPVWuS8qU65ogg18l3HCL2ou335HzyW2sCEqjFEjjRLnpSrcC9yVCk-

rN4SP_tYhlD8poOwC-00GV0q53xo7lvDAmLq	

百度百科(2017)：<蒸騰作用>。檢自http://baike.baidu.com/link?url=FLnDSMSKgfcdter-

boVhJjxe_6oMH5Pfm45NBVLkDziMzU3V_LB9Wypthgs-

bU0I7FD2-XATpDdtFF2ntOVllciIT8cIyWxQly_HdN0lBDPzYF-

2bJ5OIE-qVe5l7GxjH6s	

能利用儀器協助收集
精確數據，且選用多
種植物作測試，分析
類型多和數據充足，
表達清晰，探究方法
十分仔細。

學校：聖公會李兆強小學

教師：鄔麗芳老師 

組員：楊樂謙同學、謝銘同學、江子岳同學、陳穩羽同學、譚詠思同學、馮柏衡同學

探究意念

測試過程

「廚餘漿糊」製作步驟：

測試1：測試不同「廚餘漿糊」的保存期

目的： 測試「廚餘漿糊」在不同的環境儲存會否影響其品質。

步驟： 

科學原理

近年香港堆填區飽和問題日趨嚴重，根據環境保護署的網上資料顯示香港的廚餘棄置量不斷上

升，而香港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只能處理少部分廚餘。由此可見，香港現時的廚餘回收系統還未完

善，廚餘大多再造為魚糧、清潔用品及肥料，唯用途欠普及，故此我們希望能善用廚餘，把廚

餘再造成其他的有用物品。同學每天在學校午膳後都會剩餘很多廚餘，例如白飯或粉麵，造成浪

費，我們知道飯商會回收廚餘，但我們希望把這些廚餘轉化作其他用途。白飯中的澱粉質經攪拌

後，具有黏性，因此，我們希望探究不同食物中的澱粉質的含量與其黏性的關係，從而製造出黏

性強的「廚餘漿糊」。接着，我們會測試所製造的「廚餘漿糊」的實用性及可行性，務求解決香

港的廚餘及環境問題。

我們假設白飯及粉麵中含有大量的澱粉質，當澱粉質經加水及攪拌後，會產生黏性。我們嘗試用

不同份量的水來製造「廚餘漿糊」，我們發現水份愈多，乾了後會越硬，做出來「廚餘漿糊」的

黏貼效果不太好，經過一番試驗後，我們決定在白飯中加入50毫升水來製作「廚餘漿糊」。成

功製造「廚餘漿糊」後，我們會用它與市面買到的漿糊進行測試，以比較它們的異同。我們還會

從「廚餘漿糊」的黏性及保存期進行測試，測試將在同一濕度的環境進行，希望減低測試中的變

因。為了提高測試的可信度，我們會用相同份量的廚餘製造「廚餘漿糊」。

1.	把100克	的白飯或粉麵放進攪拌機

2.	加入50毫升清水

3.	把白飯或通粉和水攪拌成為糊狀

4.	把漿糊倒出備用

1.	分別把相同份量的通粉漿糊及白飯漿糊放在密封瓶子並放在雪櫃及室溫

2.	每天觀察「廚餘漿糊」的顏色及氣味的變化

白飯中含有澱粉質，當澱粉質經加水及攪拌後，會產生黏性。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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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2：測試不同「廚餘漿糊」的黏性

結果：

結論： 

目的： 測試「廚餘漿糊」是否可以黏貼紙質、木質或膠質物件。

步驟： 

結果：

「廚餘漿糊」的保存期較短，如果放在室溫下，第二天的顏色開始變黃，第四天已有少許異味和

開始發霉，所以「廚餘漿糊」放在室溫下只能存放三日。如果放在雪櫃內，則可存七天，第八天

開始變黃，第九天已有少許異味。

1.	 分別把相同份量的通粉漿糊、白飯漿糊及普通漿糊塗在紙張、木條及膠管上，並把這些物件		

	 貼在紙盒上，再把紙盒垂直

2.	 每天觀察物件有否掉下

√   表示沒有變色

○	表示變色

X		表示發霉

√   表示沒有掉下

○	表示掉下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第六天 第七天

雪
櫃

室
溫

雪
櫃

室
溫

雪
櫃

室
溫

雪
櫃

室
溫

雪
櫃

室
溫

雪
櫃

室
溫

雪
櫃

室
溫

通粉漿糊 √ √ √ ○ √ ○ √ X √ X √ X √ X

白飯漿糊 √ √ √ ○ √ ○ √ X √ X √ X √ X

第八天 第九天 第十天

雪
櫃

室
溫

雪
櫃

室
溫

雪
櫃

室
溫

通粉漿糊 ○ X X X X X

白飯漿糊 ○ X X X X X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第五天

紙
張

木
條

膠
管

紙
張

木
條

膠
管

紙
張

木
條

膠
管

紙
張

木
條

膠
管

紙
張

木
條

膠
管

通粉 √ √ √ √ √ ○ √ √ ○ √ √ ○ √ √ ○

白飯 √ √ √ √ √ ○ √ √ ○ √ √ ○ √ √ ○

普通 √ √ ○ √ √ ○ √ √ ○ √ √ ○ √ √ ○

結論： 

「廚餘漿糊」與普通漿糊黏貼紙張的效果一樣，能把紙張牢牢貼在紙盒上。至於黏貼木質物件方

面，「廚餘漿糊」與普通漿糊的黏貼效果一樣。至於黏貼膠質物件方面，普通漿糊不能把膠管牢

牢貼在紙盒上，而「廚餘漿糊」也只能把膠管貼在紙盒維持一天。最後，我們為了測試「廚餘

漿糊」的可行性，我們邀請了50位一至六年級同學親身試用及填寫問卷，有85%同學認為「廚餘

漿糊」的黏貼效果很好，而有10%同學認為「廚餘漿糊」的黏貼效果不如理想。經過試用後，有

80%的同學會選擇使用「廚餘漿糊」，有20%同學則不會選擇使用「廚餘漿糊」，當中大多數是

低年級同學。

「廚餘漿糊」與普通漿糊的黏貼紙張及木質物料的黏貼效果一樣。普通漿糊不能把膠管牢牢貼在

紙盒上，而「廚餘漿糊」也只能把膠管貼在紙盒維持一天。「廚餘漿糊」的保存期較短，如果放

在室溫下，第二日的顏色開始變黃，第四天已有少許異味，所以「廚餘漿糊」放在室溫下只能存

放三日。如果放在雪櫃內，則可存七天，第八天開始變黃，第九天已有少許異味。

「廚餘漿糊」的材料是取自被棄置的飯盒，因大部分同學都是把餸汁混入飯中的，所以較難抽取

沒有餸汁的白飯，有餸汁的白飯需要小心處理，因為餸汁會加快「廚餘漿糊」變壞及影響其黏

性。另一方面，「廚餘漿糊」的保存期較短，如果放在室溫下，只能存放三日，而顏色亦會變黃

和開始發霉。如果放在雪櫃內，則可存七天。

利用「廚餘漿糊」黏貼白紙比一般漿糊黏貼白紙較硬，所以我們認為可以用「廚餘漿糊」來黏貼

物件，如木條或發泡膠，用「廚餘漿糊」來製作小手工較為合適。

我們認為利用剩餘的飯或粉麵製造「廚餘漿糊」的可行性很高，因為市民在家中可以輕易製作，

只要把一些飯或粉麵加適量水及攪拌至糊狀便可。此外，製作成本十分低，同時亦可減少購買市

面的漿糊筆，更加環保。再者，每次製作少少份量或放在雪櫃內便可僻除異味及防止「廚餘漿

糊」發出異味及發霉。從問卷調查發現，約80%同學對「廚餘漿糊」感興趣，亦都認為「廚餘漿

糊」的黏性很好，所以會選用「廚餘漿糊」。相反，只有少部分低年級同學認為「廚餘漿糊」的

使用方法較繁複。基於同學們的建議，我們會改良「廚餘漿糊」，把它放在唇膏的容器內，方便

使用。

環境保護署(2017)	：廚餘循環再造合作計劃	http://www.epd.

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ste/prob_solutions/owt_

food.html

地球之友(2017)	：惜飲惜食	http://foodwaste.foe.org.hk/html/

chi/index.php

測試結果

困難

應用

總結

參考資料

探究過程嚴謹，能
考慮到各項變因，
盡量做到公平測
試。同學們亦用心
進行數據分析，值
得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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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李茵老師、梁俊鋒老師

學生：武恩琪同學、麥安生同學、黃鈞灝同學、張皓堯同學

探究意念

測試材料

測試過程

測試一：硬度測試

測試步驟：

測試數據：

食物烹調過程需耗用不少能源，特別是烹煮肉類時，

為了令肉塊更鬆軟而加大或延長烹煮的時間，這樣會

耗用更多能源。所以我們嘗試用不同的醃料來處理肉

塊，令肉塊更鬆軟，藉此探究如何節省使用煮食用具

和減少耗用能源並保持肉類鬆軟的方法，達到節能的

目的，希望能夠為地球節省能源。

測試原理：牛肉中的纖維含有豐富的蛋白質，而醃料含有酵素（enzymes），當醃料放入牛肉時，

酵素會分解牛肉中的蛋白質，破壞牛肉中纖維令牛肉變得鬆軟，所以當有重物壓在牛肉時牛肉會

變薄。牛肉越薄越容易被煮熟，即耗用能源越少。

1.醋			2.檸檬			3.可樂			4.啤酒			5.奇異果		6.橙		7.牛肉

測試目的︰測試哪種醃料可以使牛肉的厚度減少得最多

1.	將牛肉切成長方體（2cm	x	5cm	x	1cm）

2.	把橙、檸檬、奇異果榨成汁	

3.	把牛肉放進透明膠袋內

4.	把橙汁、檸檬汁、奇異果、醋和啤酒各3mL，分別倒進不同的膠袋來醃製牛肉，醃製1小時

5.	將熱水和裝有醃製了的牛肉的杯子放進電飯煲，然後在每杯加入60mL的水，等待熱水煮沸後，	

	 便開始燉牛肉30分鐘

1.	量度牛肉本身的厚度

2.	用四塊磚頭壓在牛肉上，計時30秒

3.	30秒後，把磚頭拿起來，量度牛肉的厚度

4.	計算厚度的變化

醃料 頭 中 尾 頭中尾平均數 前後厚度變化 厚度變化平均數

檸檬

A
前 7 9 8 8.00

-8%

-8.98%

後 7 8 7 7.33

B
前 8 7 6 7.00

-10%
後 7 6 6 6.33

C
前 7 8 7 7.33

-8%
後 6 7 7 6.67

可樂

A
前 7 9 7 7.67

-17%

-12.46%

後 6 7 6 6.33

B
前 7 8 9 8.00

0%
後 7 8 9 8.00

C
前 6 6 8 6.67

-20%
後 4 6 6 5.33

醋

A
前 5 6 6 5.67

-6%

-11.31%

後 5 6 5 5.33

B
前 8 9 10 9.00

-9%
後 7 7 8 7.33

C
前 8 7 6 7.00

-10%
後 7 6 6 6.33

奇異果

A
前 5 8 9 7.33

-32%

-22.11%

後 4 5 6 5.00

B
前 8 9 8 8.33

-24%
後 6 7 6 6.33

C
前 6 6 7 6.33

-11%
後 5 6 6 5.67

無

A
前 6 7 6 6.33

-5%

-8.10%

後 6 6 6 6.00

B
前 8 7 6 7.00

-14%
後 7 6 7 6.67

C
前 7 7 7 7.00

-14%
後 6 6 6 6.00

橙

A
前 6 6 7 6.33

-16%

-10.70%

後 5 5 6 5.33

B
前 7 7 8 7.33

-5%
後 6 7 8 7.00

C
前 5 5 7 5.67

-13%
後 5 4 6 5.00

啤酒

A
前 8 7 7 7.33

-14%

-19.98%

後 7 6 6 6.33

B
前 10 9 8 9.00

-30%
後 7 6 6 6.33

C
前 7 7 10 8.00

-17%
後 7 6 7 6.67

學校：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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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

測試結果：

測試結果：

測試步驟：

測試數據：

測試步驟：

根據厚度變化排列（1代表厚度減少

得最多，7代表厚少得最少）︰

1.奇異果		2.啤酒		3.可樂		4.醋			5.橙		

6.檸檬		7.無	

用奇異果醃製的牛肉的效果最好,沒

有醃料的牛肉的效果最差。

我們認為可樂、奇異果、醋在各項測試中表現較好，而沒有加醃

料的數據則作為參考，所以我們選這三種醃料進行測試。

根據30人的試食評分，以總分高至低排列

（1代表最高分，4代表最低分）：

1.可樂		2.	醋		3.無		4.奇異果

用可樂醃製的的牛肉的味道最好，用奇異果

醃製的的牛肉的味道最差。

根據用水量少至多排列（1代表用水量

最少，7代表用水量最多）︰

1.	奇異果		2.醋		3.檸檬		4.可樂		5.橙		

6.無		7.啤酒

用奇異果醃製的牛肉的效果最好，用

啤酒醃製的牛肉的效果最差。	

1.	把醃製了的牛肉夾在拉力測試裝置

2.	逐漸加入水，直到牛肉斷開

3.	量度用了多少水才能使牛肉斷開

1.	牛肉煮好後，把牛肉切成小塊

2.	在試吃者不知道用甚麼醃製方法的情況下，讓他們試吃

3.	評分：4分味道最好，1分味道最差

測試二：拉力測試

測試三：口味測試

測試目的︰測試哪種醃料可以使牛肉的韌度減少

得最多

測試目的︰測試用哪種醃料醃製的的牛肉的味道最受歡迎

檸檬 橙 奇異果 醋 可樂 啤酒 無

A 200 340 55 40 300 370 300

B 300 200 0 100 210 210 240

C 80 240 0 100 200 500 300

D / 80 0 200 180 360 270

E / 360 60 / 180 200 /

平均數 193.33 244 23 110 214 328 277.5

困難

我們在作拉力測試時發現很難測試拉力，

原先使用鈎子掛牛肉，在鈎子的另一端掛

上砝碼，但發現這個方法並不可行。後

來，改用了益力多瓶並把它們綁起來，再

掛上鈎子，把水注入益力多瓶，形成了新

的量度裝置。

總結

綜合各項測試，可樂與奇異果在硬度和拉力測試結果差距不大，但受訪者覺得用可樂醃製的的牛肉

比較美味。而奇異果要先榨成汁來醃製牛肉，所以工序比較複雜，因此我們推薦用可樂來醃製牛

肉。

感想

武恩琪同學：這一次的測試結果十分實用，希望大眾能參考	

我們的建議，為地球節省能源。

張皓堯同學：在這個測試裡我學會了很多不同的知識，希望	

長大後我可以用我的知識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麥安生同學：我希望這個測試可以幫助別人，節省能源，令	

香港比以前更美好，造福社會和人民。

黃鈞灝同學：我覺得這個測試很實用，不但可以造福人群，	

還可以保護地球。

探究富有創意和趣味，
題材實用，研究方法合
理且科學化。如能詳細
說明拉力裝置的設計會
更佳。建議提供烹煮時
間的測試，使探究更全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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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朱麗燕老師、甘蕾老師、鍾湘雲老師

組員：李卓朗同學、李卓能同學、侯偉鐵同學、侯景森同學、黎洺妃同學、孫卓希同學

學校：保良局王賜豪（田心谷）小學

探究意念

探究目的

科學原理

測試過程

能源問題是現代社會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議題，而跑步是都市人最常用及最方便的運動方式。我們

認為可利用運動時所製造的能量產生電力，並把產生的電力用於其他方面，從而減輕對化石燃料

的依賴，發展可持續再生的能源，實行綠色生活。

1.	用鎅刀和剪刀在益力多樽底部割開，並在上面開兩個小洞。

2.	在益力多樽腰部分別繞上銅線，要露出銅線的頭尾。

3.	把竹籤穿過益力多樽上的小洞。

4.	用熱溶膠把4片膠片貼在飲管上，然後穿過竹籤，再用熱溶膠固定。

5.	在竹籤兩端插入2個樽蓋，用熱溶膠固定。

6.	在竹籤中央用萬用膠貼上2塊	強力磁石。

7.	最後，在銅線的頭尾駁上萬用電錶，以比較所發出的電力。

推斷：在這個測試中，較粗的銅線平均錄得4.8μA，而較幼的銅線平均錄得2.4μA，即是粗的銅

線比幼的銅線能夠發出更多的電來。

測試目的：比較不同粗幼的銅線對生電的影響	

操縱變因：銅線的粗幼

控制變因：益力多樽的大小、竹籤的長度、扇葉大小、萬用膠的用量、

	 	 　　磁石的大小、洞的位置、銅線的長度、測試時間、銅線圈

　　　　　在益力多樽的位置

測試步驟：

1.	在扇葉的中間位置倒水5秒，令扇葉帶動竹籤快速轉動。

2.	觀察萬用電錶的讀數，把5秒內出現最高的讀數記錄下來。

3.	重複步驟(1)-(2)五次。

測試目的：比較不同大小的磁石對生電的影響

操縱變因：磁石的大小

控制變因：益力多樽的大小、竹籤的長度、扇葉的大小、銅線的粗度和長度、	

	 	 　　銅線和磁石的距離、測試時間、銅線圈在益力多樽的位置

測試步驟：

1.	在扇葉的中間位置倒水(5秒)，令扇葉帶動竹籤快速轉動。

2.	觀察萬用電錶的讀數，把5秒內出現最高的讀數記錄下來。

3.	重複步驟(1)-(2)五次。

我們希望可以將跑步時所付出的動能，透過一個跑步發電的裝置把產生的動能轉化為電能，從而

將平日運動所製造的動能儲存起來，可即時使用或儲存待有需要時使用。

基於能量守恆定律（Law	 of	 conservation	 of	

energy），孤立系統的總能量保持不變。能

量不能無故生成，也不能無故摧毀，但它能

夠改變形式。

目的：比較不同粗幼的銅線、不同大小的磁石、不同長度的銅線、不同的銅線圈位置對生電

的影響

測試材料：益力多樽、樽蓋、銅線、磁鐵、膠樽(膠片)、萬用膠、竹籤、萬用電錶、鎅刀、

剪刀、熱溶膠槍、膠紙

步驟一：製作用益力多樽發電器

步驟二：進行測試一至四

測試一：

測試二：

冷次原理（Lenz’s	law）就是當一個磁鐵靠近開

線圈時（圖一），線圈會產生磁場，磁場發生

改變時會感應出電流；當磁鐵離開線圈，感應

電流便消失（圖二）。因此，我們透過磁鐵進

出線圈感應出電流來發電。

跑步發電的裝置就是利用能量守恆定律和冷次

原理把動能轉化為電能。
測試結果：

粗幼銅線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平均數值
(μA)

粗銅線(1.3mm) 4 5 5 5 5 4.8

幼銅線(0.7mm) 1 3 2 4 2 2.4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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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結果：

測試結果：

測試結果：

推斷：在這個測試中，較大的磁石平均錄得17.4μA，而較小的磁石平均

錄得10.6μA，即是較大的磁石比較小的磁石能夠發出更多的電來。

推斷：在這個測試中，較短的銅線平均錄得5.8μA，而較長的銅線平均錄得2μA，即是較短

的銅線比較長的銅線能夠發出更多的電來。我們推測，銅線越長，電阻越大，因此所產生的

電流較小，但較短的銅線使提供的電壓太小，對我們將來的裝置有影響，所以我們決定用較

長的銅線來製造發電機。

推斷：在這個測試中，磁石在銅線圈的上面平均錄得5.8μA，中間和下面都平均錄得1.6μA，磁	

	 	 石在銅線圈的上面所發的電會比其他位置多，但是也不能偏離太遠，不然可能會有反效果。

綜合四個測試結果，我們會使用較長的粗銅線在裝置的上方繞出線圈，並利用大磁石進出線

圈產生電流，從而製造出一個簡單的跑步發電器。當我們跑步時攜帶這個裝置，磁石就會在

膠樽內上下移動而產生電流，若加上電容器，就能夠儲存電力。

我們嘗試把銅線繞在不同的物料製作發電器，包括：

最後，經過多番試驗，用漆皮線和一個幼身膠樽得出的效果最好。

我們嘗試用手拿著發電器跑步，只需跑幾秒便能令燈泡發亮。若需要持續令燈泡發亮，便需

持續地跑。我們也嘗試將發電器連接峰鳴器，也成功令峰鳴器發聲。

磁石體積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平均數值
(μA)

磁石(大) 15 18 19 15 20 17.4

磁石(小) 13 8 11 11 10 10.6

銅線長度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平均數值
(μA)

90cm 4 5 8 5 7 5.8

180cm 2 2 2 2 2 2

銅線長度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第五次
平均數值
(μA)

上面 5 5 5 6 8 5.8

中間 2 2 2 1 1 1.6

下面 2 2 1 1 2 1.6

測試目的：比較不同長度的銅線對生電的影響

操縱變因：銅線的長度

控制變因：益力多樽的大小、竹籤的長度、扇葉大小、萬用膠的用量、

　　　　　磁石的大小、洞的位置、銅線的粗度、測試時間、銅線圈

　　　　　在益力多樽的位置

測試步驟：

1.	在扇葉的中間位置倒水(5秒)，令扇葉帶動竹籤快速轉動。

2.	觀察萬用電錶的讀數，把5秒內出現最高的讀數記錄下來。

3.	重複步驟(1)-(2)五次。

測試目的：比較磁石在銅線圈的不同位置對生電的影響

操縱變因：銅線圈在益力多樽的位置

控制變因：洞的位置、磁石的大小、銅線的長度、益力多樽的大小、

竹籤的長度、扇葉大小、萬用膠的用量、銅線的粗度、測試時間

測試步驟：

1.	在扇葉的中間位置倒水(5秒)，令扇葉帶動竹籤快速轉動。

2.	觀察萬用電錶的讀數，把5秒內出現最高的讀數記錄下來。

3.	重複步驟(1)-(2)五次。

測試三：

測試四：

製作發電器：

1) 軟膠管

漆皮線 把漆皮線繞在膠樽上，
繞了18層

把連接燈泡漆皮線的頭尾用焊接器把燈泡和漆皮線固定

4) 海綿

2) 益力多樽 3) 廚房抹手紙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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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困難

參考資料

改良和建議

感想

利用跑步發電器所產生的電量，可即時應用在簡單而耗電量較少的電器上。

例如：

1.	跑者在上可以一邊跑步，一邊通過跑步發電器發電亮起小	

	 電燈泡照亮地面，方便跑者看清楚路面，也讓其他道路使	 	

	 用者看到。

2.	另外，我們可以把跑步發電器放進腰包，在跑步時掛在腰	

	 上或口袋裡，令到它發電（如右圖），由於它方便攜帶，	 	

	 可鼓勵人們多運動。

3.	家裡有養狗的人可以把這裝置綁在狗的身上，然後透過狗	

	 的活動而發電。

4.	利用嬰兒搖擺搖牀發電，用於發動嬰兒電動玩具。

5.	可以接駁蜂鳴器，用作設計防狼器。

（2015）：能量的型式，檢自https : / /www.

slideshare.net/chausamn/2015-71

巴士的報（2014）：巴西新球場　靠球員跑步

發電，檢自

http://www.bastillepost.com/hongkong/6-%E5%

A4%A7%E8%A6%96%E9%87%8E/340540-%E5

%B7%B4%E8%A5%BF%E6%96%B0%E7%90%8

3%E5%A0%B4%E3%80%80%E9%9D%A0%E7%

90%83%E5%93%A1%E8%B7%91%E6%AD%A5-

%E7%99%BC%E9%9B%BB?r=w

四月羽依（2009）：冷次定律，檢自

http://www.student.tw/topic/112556-%E3%80%90

%E5%88%86%E4%BA%AB%E3%80%91%E5%82

%B2%E5%AC%8C%E5%AE%9A%E5%BE%8B%E5

%8F%88%E5%90%8D%E5%86%B7%E6%AC%A1

%E5%AE%9A%E5%BE%8B/高一基礎物理

李文恩（2014）：自體發電行動電源，重覆

使用免插電，取自http://www.techbang.com/

posts/20479-power-of-self-power-generation-op-

erations-repeated-use-of-plug-in-electric

徐小瑄（2015）：環抱適安撫床，檢自https://

www.youtube.com/watch?v=U4u7SZLM8xw

維基百科（2017）：冷次定律，檢自https://

zh.wikipedia.org/wiki/%E6%A5%9E%E6%AC%A1

%E5%AE%9A%E5%BE%8B

在製作測試電量的測試器材時遇到不少困難，例如：

1.	銅線圈所發出的電力不足夠亮起小電燈泡；

2.	磁石經常黏在一起、磁力不夠；

3.	有些材料很難找，因為我們主要是廢物利用；

4.	萬用膠沾水後黏力會大減，所以要想方法避免發生；

5.	繞銅線不易；

6.	用漆皮線所得的效果更好；

7.	製作益力多樽時，我們刺洞的位置就在益力多樽的上面，根	

	 本就不能測試銅線放那個位置是否有最多電；

8.	我們把扇葉裝反了，之後又要重新製作。

經過今次的探究及自製發電器後，我們發現若能用更輕便的材料製作發電器，更能方便人們

在跑步時攜帶在身。另外，若能應用磁力更強及不易碎的磁石，能增強產生的電量。

雖然我們有嘗試將電容器接駁到發電機上，但由於設計的發電機的電壓不足夠，因而難以將

跑步時所產生的電流完全儲存在電容器中。因此，若能加強跑步發電機的電壓，令其產生的

電力能儲存在電容器或叉電器中，便能方便人們在生活中使用。

李卓朗同學：經過這一次探究明白到如何去製作一個發電機，而且能夠學到團隊合作的精

神。雖然在製作這個測試時都遇到了一些阻滯和困難，但都無阻我們完成這個探究。要改善

的地方就是花了不少時間在測試電流上，因為在測試中我們經常為了磁石和銅線的問題而拖

慢了製作跑步發電的裝置的進度。

李卓能同學：這次的探究讓我明白到其實有很多不用的物料都可以做測試，其實我們不應該

隨意把看似沒用的東西扔進垃圾箱，而是應該想一想怎樣可以把垃圾循環再用。例如我們做

水力發電的時候，會浪費很多水，於是我們就想到用水桶盛水，然後再拿這些水來洗地。

其實團隊合作也非常重要，我們一起分工合作，最後都完成測試，所以我覺得辛苦都是值得

的。

彈弓發電器

侯偉鐵同學：這次是我首次參加常識百搭，也是一生中我覺得很值得做的事。經過這次的探

究，讓我很想做個科學家。這次也讓我想到一些東西。我們應該思考一下，浪費有用的資源

是值得嗎？污染地球是值得嗎？當然不是。為了環保而做探究的我們，雖然遇到了困難，例

如要重新組裝發電裝置，但畢竟「有志者事竟成」，最後我們還是完成了。最後，我還是要

謝謝老師們和組員，如果我自己做的話，恐怕做了一年連一個測試都完成不了呢！

侯景森同學：這次活動讓我學到很多科學原理，也學到只要動動手，動動腦，廢棄物也能很

有用。雖然有很多困難，不過我認為陽光總在風雨後，只要努力就可以得到勝利的果實。

黎洺妃同學：經過這次的探究令我明白到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自己認為是垃圾的物品，但其實

可以動動腦筋，變成一件非常實用的物品，都市人不斷製造垃圾但沒有循環再用。探究的過

程中，雖然遇到很多挫折和困難，但我們並沒有想過放棄，正所謂「自古成功在嘗試」，最

後我們成功了。同學的鼓勵令我堅定起來，互相合作也十分重要。

孫卓希同學：我認為一個團隊不可或缺的是團隊精神，欠缺團隊精神會令人精神不振，毫無

工作動力，最重要的是會令團隊裏紛爭不斷，意見不合等情況不斷發生，進度也就變慢了。

我們工作的時候雖然會有困難，但是大家互相幫助，產生了不少的快樂。我在這次的探究裡

也學會了很多課本裏沒有的科學知識，如果沒有這次的科探，我想我也不會收穫這麼多。

設計實用可行。跑步去發電，
充分展示出透過身體力行去為
地球出一分力，節省用電。此
外，欣賞測試有考慮到不同的
變項對測試結果的影響。亦可
嘗試改變磁石的數量，看看效
果如何。另外，如能說明漆皮
線圈的層數的測試及倒水的力
度控制會更佳，做到更公平的
測試。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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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鳳溪第一小學

教師：廖麗儀老師、容璦欣老師

組員：楊俊傑同學、于彥哲同學、黃映樺同學、陳嘉文同學、陳希文同學

探究意念

製作測試材料過程

探究目的

科學原理

為甚麼都市人出現皮膚過敏反應的情況越來越多呢？其實，我們平日用的清潔用品有些都含有化

學毒素，毒素會經由皮膚殘留在我們的血液及細胞當中，對人體造成傷害，情況不容忽視。所以

我們自製了一些天然洗衣液，希望透過進行科學化的公平測試，找出對人體和環境無害，又最具

理想去污、去油和防霉效果的天然無「害」洗衣液。希望透過減少使用化學產品，以做到回歸自

然，改善都市生活的目的。

材料：果皮，是一種廚餘，可以循環再用，符合環保原則。

材料比例：紅糖1份	+	果皮3份+	自來水10份	=	水果酵素

利用家居常見的水果廚餘、植物和食材來製作天然洗衣液，包括：水果酵素、雙籽酵素、梳打溶

液。透過測試來比較我組自製的天然洗衣液，並與坊間化學洗衣液：「Y牌」洗衣液作測試，比

較它們的清潔效能，找出哪種洗衣液最具清潔效能及對人體和環境造成的傷害最少。

去污原理：洗衣粉有表面活性劑，包括親水端和親油端，其中親油端與污漬結合，然後通過物理	

	 運動（如手搓、機器運動）使污漬從纖維移除（王政友，頁126）。同時表面活性劑	

	 降低水的張力，使水能夠達到織物表面，使有效成分發揮作用。	

乳化作用：是將一種液體分散於另一種不相溶的液體的過程，最常用的乳化劑是肥皂、去污粉和	

	 其他化合物，其基本構造系末端是極性基團的烷烴鏈，以達到清潔效果。

皂素：從無患子果皮中可提取皂素；茶籽則含有茶皂素，茶皂素屬於皂素的一種。皂素的結構由	

	 皂苷元和糖、糖醛酸或有機酸組成，是一種天然非離子表面活性劑，具有良好的乳化、分	

	 散、發泡等活性作用，也有抑菌作用，常用於清潔用途上。

環境荷爾蒙：是一些內分泌干擾素，它會影響我們身體內最基本的生理調節機能。如金屬對環境	

	 造成污染後，會透過食物鏈進入人類或其他生物體內，如進入生物體內消化系統後	

	 不能被排出，會在器官中積蓄起來造成慢性中毒，危害健康。

測試材料：

洗衣液１─水果酵素

圖１：	去污原理解說圖	

水果酵素發酵過程和情況

（圖片來源：http：//chemedu.pu.edu.tw/organic/detergent.htm）

觀察
日期

14/11/2016 18/11/2016 14/12/2016 30/12/2016 10/1/2017 14/2/2017

觀察
紀錄

發酵一日後，
並無異樣，每
日排氣一次。

酵素塑膠筒表
面有水蒸氣，
有膨脹現象，
鬆開瓶口有氣
體洩出。

製作過程會產
生果香味的氣
體。

水果酵素顏色
仍然很深，變
化不大。

水果氣味和水
果發脹情況更
明顯，酵素顏
色變淺

3個月後，果
皮會下沉至底
部，發酵已完
成。

材料：茶籽和無患子，它們分別含有茶皂素和含水溶性茶多酚和皂素，成份天然，無毒，清潔後

不會造成污染。

洗衣液2─雙籽酵素

材料比例：紅糖1份	+	茶籽粉2份	+	無患子粉2份	+	自來水10份=	雙籽酵素

雙籽酵素發酵過程和情況

觀察
日期

7/12/2016 10/11/2016 10/12/2016 30/12/2016 10/1/2017 7/3/2017

觀察
紀錄

發酵一日後，
溶液開始出現
白色泡沫，每
日排氣一次。

3日後，液體表
面出現越來越
多白色泡沫，
需要每日排氣
兩次。

發酵首月，每
天酵素表面出
現的氣體都很
多，樽蓋不可
以鎖得太緊。	

樽內的茶籽、
無患子和紅糖
有向上湧跡
象。

1個月後，雙籽
酵素顏色呈棕
黃色，洩出的
氣體減少，改
為每日排氣一
次。	

3個月後，雙籽
酵素發酵已完
成，不需要再
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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酵素製作小貼士：準備一個有密封蓋口的塑膠容器，順時方向攪均勻。攪均後，容器內留一些空

間，以防止酵素發酵時溢出容器外。避免陽光直照，發酵3個月後呈棕黃色，即可使用。

我們統計了全班32位同學使用洗衣產品

情況，接近9成的同學是使用洗衣粉，不

足兩成同學是用洗衣液的。而Y牌是受訪

同學中最受歡迎的洗衣液，因此我們選

用了Y牌洗衣液作測試。

Y牌洗衣液鹼性強，含有螢光劑、鉛含量高和溶解氧量低，對人體和生態平衡影響最大；而梳打

溶液、水果酵素、雙籽酵素成份天然，不含螢光劑，鉛含量低和溶解氧含量高。

二氧化碳（CO
2
)集

中在樽頂的情況

膠樽 棉布 電子磅 量杯 百格板

控制變項
方法

用4個同款和
同 尺 寸 的 水
樽，放入測試
洗衣液

面積8X8cm

計算實測溶液
除油前後膠片
的重量，度量
單位為g

量度各種材料
的份量

每一格面積是
0.5X0.5cm，用
來觀察污漬殘
留情況

材料：檸檬酸、食用蘇打粉、鹽。

1.	 檸檬酸：很多柑橘類水果中，特別是檸檬和青檸，都含有檸檬酸，是天然有機酸。

2.	 蘇打：又稱碳酸氫鈉，弱鹼性，無臭無毒、兼具中和、消臭、發泡、軟化水等作用。它是一	 	

	 種純天然的物質。（安全指引：水溶液加熱50℃以上時會轉變為碳酸鈉，對人具有刺激性）

3.	 粗鹽：	是海水或鹽泉中的鹽水經煎曬而成的結晶，即天然鹽，主要成分為氯化鈉，但因含有		

	 氯化鎂等雜質，在空氣中較易潮解，因此存放時應注意濕度。

製作比例：小蘇打粉4份	+	檸檬酸粉	2份	+	粗鹽1茶匙	+	自來水10份=梳打溶液

製作小貼士：當梳打粉和檸檬酸在水中溶解後會產生CO2，所以不要即時把瓶蓋合上，確保安

全。

洗衣液３─梳打溶液

洗衣液4─Y牌洗衣液

假設：

三年級某班使用洗衣用品情況

87%使用洗衣粉

13%使用洗衣液

測試過程及結果

測試器材

測試一：比較不同洗衣液的成份

測試中檢測的成份項目和公平測試方法：

成份 測試方法

pH值

1.	用吸管吸取1mL，待測試溶液加入離心管中。

2.	用pH	試紙檢測4種洗衣液的酸鹼度（pH值）。

3.	pH值在1~4間為酸性；pH值在5~7之間，溶液偏中

　性；pH值8~14之間為鹼性。

螢光劑
1.	 用紫光手電筒照射4種洗衣液，觀察含螢光劑的情況。
2.	 含螢光劑樣本會呈現亮藍色，不含螢光劑樣本會呈透明。

金屬

1.	 將試紙插入測試對照組及洗衣液1-4內。
2.	 滴入1mL反應液後，用比色卡進行比色，對比鉛含量，單位為（mg/kg）。
3.	 鉛含量越高，對人體傷害越大。

溶解氧

1.	用吸管吸取1mL，待測試溶液加入離心管中。
2.	滴入試劑（I）和（II）各3滴，搖均勻，加入試劑（III）3滴，搖至完全溶解。
3.	用比色卡進行比色，對比溶解氧含量。溶解氧含量單位為（mg/L）。
4.	溶解氧含量越高，對水中生物影響越低。

測試結果：

檢測成份 對照組 水果酵素 雙籽酵素 梳打溶液 Y牌洗衣液

一、酸鹼度

酸鹼值
6 3 4 2 8

中性 微酸性 微酸性 酸性 鹼性

評分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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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二、螢光劑

評分 ☆☆☆ ☆☆☆	 ☆☆☆ ☆☆☆	 ☆

三、鉛含量
	

含量濃度
（mg/kg）

10 10 0 0 20

評分 ☆☆ ☆☆ ☆☆☆ ☆☆☆ ☆

四、溶解氧量

溶解氧
含量濃度
（mg/L）

6.00 10.00 7.00 1.00 1.00

評分 ☆☆ ☆☆☆ ☆☆ ☆ ☆

平均分 2.25 2.75 2.75 2 1

排名 3 1 1 2 5

（評分說明：☆對人體或環境傷害最大	☆☆	對人體式或環境傷害一般	

	 	 ☆☆☆	對人體或環境傷害最小）

（排名先後以1-5順序排列，1為表現最佳，5為表現最差。）

1.	人體皮膚表面pH值約為5～7。水果酵素和雙籽酵素pH值為3-4呈微酸性，梳打溶液含檸檬酸，

	 pH值為2，呈酸性。天然洗衣液呈酸性和微酸性基本上對人體無害的，反而可以利用酸性

	 去除皮膚表面角質層，促進皮膚的新陳代謝。Y牌洗衣液呈鹼性，pH值為8，高於人體pH值，		

	 這會降低皮膚的抗病能力。

2.	Y牌洗衣液在螢光劑專用電筒照射下，洗衣液呈現亮藍色，結果顯示含螢光劑。水果酵素、雙		

	 籽酵素和梳打酵素呈透明，不含螢光劑。螢光增白劑可能會引起皮膚過敏反應以及其他潛在危	

	 害，如抑制傷口癒合。

3.	雙籽酵素和梳打溶液沒有含鉛，水果酵素含鉛10mg/kg，Y牌洗衣液含鉛量最高，達20mg/kg。		

	 含鉛等金屬物質對人體有害，物質會通過衣物進入人體內，加速高血壓、心肌梗塞等血循環的	

	 病變。

4.	水果酵素溶解氧濃度明顯最高，達10mg/L，其次是雙籽酵素溶解氧濃度達7mg/L。而梳打溶液		

	 和Y牌洗衣液，溶解氧濃度只得1mg/L。當水中的溶解氧值降到5mg/L時，一些魚類會出現呼吸		

	 困難、水體中的厭氧菌增加、有機物更因腐壞而使水體變黑、發臭。

5.	雙籽和水果酵素都是天然無「害」的洗衣液，pH值較接近中性，不含螢光劑，含鉛量偏低，而

	 且溶氧濃度高；使用酵素種植除促進植物的光合作用，還促進蛋白質在土裏分解，令植物生		

	 長得更健康。其次是梳打溶液，最後是Y牌洗衣液。洗衣液呈鹼性，含鉛量較高，對人體傷害		

	 較大，而且溶解氧量低，會導致生態失衡。

測試二：比較洗衣液的去污能力、去油能力和防霉能力

假設：

一、去污能力：

測試結果：

	Y牌洗衣液含合成表面活性劑，去污能力、去油能力和防霉能力最佳。其次是含有較強的發泡、

軟化水作用的梳打溶液，最後是水果酵素和雙籽酵素。

（計算方式：全紅=1格，半紅=0.5格，不紅=0格;格數愈多，去污力愈差）

（排名先後以1-5順序排列）

目的：比較清水、水果酵素、雙籽酵素、梳打溶液和Y牌洗衣液的去污效果。

步驟：

1.	在乾淨的白棉布沾滿茄汁，直至完全風乾。

2.	將洗衣液和清水各10mL混合在一起，放在量杯內。

3.	分別把沾滿茄汁的白棉布放在4種已混合水的洗衣液內。

4.	比較和觀察各洗衣液溶解污漬能力的情況。

5.	一個茄汁污漬面積以每邊0.5厘米長的正方形為計算單位。

流程圖

顏色度對照表

乾淨的白棉布
把白棉布浸入茄

汁盤內
浸泡前沾了茄汁

的白棉布

夾起直至晾乾，
把染有茄汁白棉
布放入量杯內

夾起直至晾乾

對照組 水果酵素 雙籽酵素 梳打溶液 Y牌洗衣液

百格板套印

計算佔茄汁的
格數

91 66 61 35 36

計算分數／
總格數

（17x17格）
31% 23% 21% 12% 12%

顏色度 40% 10% 30% 5% 5%

排名 4 2 3 1 1

5% 10% 20% 25% 30% 35% 40% 45% 5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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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去污能力：

二、去油能力：

1.	沾有茄汁的白棉布經梳打溶液和Y牌洗衣液浸泡和風乾後明顯最乾淨，只剩下12%的茄汁污	
	 漬。梳打溶液和Y牌洗衣液的去污能力最好。一般認知強鹼性才能去污，但梳打溶液屬微酸
	 性，也得到很好的去污效果，因此本測試發現酸性洗衣液也有一定去污性。

2.	梳打溶液的去污能力強，是因為具發泡作用的小蘇打遇到檸檬酸時會產生細緻的二氧化碳泡
	 沫，把污漬清除。而Y牌洗衣液含有化學成份─表面活性劑，透過乳化作用能容易把污漬分
	 解。

3.	至於水果酵素和雙籽酵素的去污力也不錯。佔有茄汁的白棉布經浸泡和風乾後只剩下23%和		
	 21%的污漬。原因是酵素清潔劑具有活性觸媒能將污漬分解成小分子。而茶籽和無患子都含有	
	 皂素，具有良好的乳化、分散和發泡作用，達到深層清潔目的。但無患子和茶籽有可能會將白	

	 色或淺色衣物染黃，使用時要留意。至於清水去污力就表現最差。

目的：比較對照組、水果酵素、雙籽酵素、梳打溶液和Y牌洗衣液的去油效果。

步驟：

1.	將白棉布剪成小片，把1茶匙生油放在白棉布內，記錄白棉布和生油的重量。

2.	把白棉布分別放入對照組和已混合10mL清水和10mL洗衣液的量杯內。

3.	把抹布各自用鑷子夾起，直至晾乾。

4.	將晾乾的白棉布秤重作紀錄。這時的重量為白棉布+油重量-被洗去油後的重量（g）。對照組	 	

	 和四種測試樣本重複步驟	1	到	5。

5.	計算出「被洗衣液洗去的油重量」佔「油總重量」的百分比記錄表內，並以折線圖顯示結果。

流程圖

將白棉布秤紀錄
把1茶匙生油放
在白棉布內

把白棉布分別放入不同測
試樣本的量杯內

夾起直至晾乾
將晾乾的白棉布
秤重紀錄表內

測試結果：

測試項目 次數
被洗衣液洗去的油
重量／油總重量

晾乾後的白棉布被吸
去油份情況

消除油量能
力排名

1 2 3 平均百分比

對照組 7% 8% 8% 8% 5

水果酵素 33% 35% 23% 30% 1

雙籽酵素 17% 10% 17% 15% 3

梳打溶液 25% 25% 27% 26% 2

Y牌洗衣液 10% 5% 15% 10% 4

「被洗衣液洗去的油量」佔「總油量」的百分比

注：1.	吸油紙表面上佔油份的表面積越小，去油效果越好。

　　2.	排名先後以1-5順序排列，1為表現最佳，5為表現最差。

分析：

1.	去油力方面，三種天然成份的洗衣液效果比Y牌洗衣液為佳。去油力最好是水果酵素，平均去		

	 油量達30%；其次是梳打溶液，去油量有26%；僅次是雙籽酵素，平均去油量達15%。而Y牌洗	

	 衣液和清水去油力最差，平均去油量只有10%和8%。

2.	水果酵素有天然界面活性劑，親油基會吸附不溶水的油脂，親水基會將親油基吸附不到的油脂	

	 用水沖走，產生去油功效。

3.	梳打溶液去油能力也強，因為梳打溶液含碳酸，與油產生反應時，便會有大量氣體放出，把白	

	 棉布上的油漬清除。

4.	雙籽酵素去油力也不錯，因為茶籽粉含有茶皂素，茶皂素是一種天然界面活性劑，有良好的乳	

	 化，分解發泡的功能，去油力非常好。無患子果皮含皂苷，是天然介面活性劑，放在水裏能產	

	 生豐富泡沫，也能有效除去油份。

5.	Y牌洗衣液雖然含有表面活性劑，但去油效果一般。而只用清水，去油力則最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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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防霉能力：

測試結果：

目的：比較清水、水果酵素、雙籽酵素、梳打溶液和Y牌洗衣液的防霉效果。

步驟： 

1.	準備	5	塊白面包（面積6	x	6厘米）;

2.	在白面包上各加上一茶匙的不同溶液；

3.	分別放在標上不同溶液樣本的膠袋中；

4.	隔7天和14天後觀察和記錄結果，以表格和棒形圖顯示結果；

5.	一個霉斑菌落的面積以每邊0.5厘米長的正方形為計算單位。

流程圖

準備5塊白面包，面積
6X6厘米

在白面包上各加上一
茶匙不同的溶液

分別放在標上不同溶
液樣本的膠袋中

用百格板計算霉斑菌
落所佔的面積

對照組 水果酵素 雙籽酵素 梳打溶液 Y牌洗衣液

七天後觀察結果

約略霉斑菌落
（個）

337 0 0 0 30

約略霉斑菌落－計
算含菌格數/總格
（22x22格）

70% 0% 0% 0% 6%

十四天後觀察結果

百格板套印

約略霉斑菌落
（個）

422 32 0 0 55

約略霉斑菌落－計
算含菌格/總格數
（22x22格）

87% 7% 0% 0% 11%

防霉效力排名 4 2 1 1 3

（計算方式：全黑、灰、綠色=1格，半黑、灰、綠色=0.5格，不黑、灰、綠色=0格）

步驟： 

1.	雙籽酵素和梳打溶液防霉能力最好，兩星期後仍未出現發霉情況。相反，一星期後，加入Y牌	

	 洗衣液的白面包已經開始發霉，霉斑菌落佔整片面包6%。兩星期後，發霉情況更多，霉斑菌落	

	 佔整片面包11%。水果酵素也有發霉，霉斑菌落佔整片面包7%。對照組發霉情況最嚴重，霉斑	

	 菌落佔整片面包接近90%，沒有防霉能力。

2.	水果酵素、雙籽酵素防霉力強，因為它們在發酵過程中會產生一種叫氨氣的氣體，這種氣體有	

	 很強的殺菌作用，所以也有很強的防霉效力。

3.	梳打溶液防霉能力理想，原因是檸檬酸呈弱酸性，不但有抑制微生物繁衍、降低細菌滋長、除	

	 臭等防霉效果，而且可以預防衣物變黃。Y牌洗衣液加入了能防霉的化學成份，所以有一定的	

	 防霉效果。

4.	加入水果酵素的面包發霉時傳出惡臭，其餘面包樣本則沒有傳出異味。這是因為水果本身糖份	

	 高，營造出高糖環境，在潮濕溫暖情況下有利細菌繁殖，因而有機會傳出異味了。

水果酵素、雙籽酵素和梳打溶液不但成份天然，對人體和環境無害，而且有一定的去污、去油和

防霉效果，所以可以用來替代化學合成的清潔劑。其中水果、雙籽酵素除了可以做洗衣液外，它

製作時產生的臭氧能幫助空氣中的含氧量；酵素也能淨化水源，達到環保效果。但注意梳打溶

液中的檸檬酸為酸性，不要與漂白水等氯系清潔劑混合使用，因為這會產生有毒氣體─氯氣。同

時，清洗聚脂纖維的衣物若添加小蘇打粉會容易殘留，所以建議洗衣後以檸檬酸水浸泡一下，清

潔效果就更理想了。

1.	我們製作水果酵素初階段未預料到酵素分解後每天會釋放強烈氣味的氣體，而在製作水果酵素	

	 和雙籽酵素時沒有每天開瓶蓋放氣，結果水果酵素和雙籽酵素破蓋釋出。

2.	其中雙籽酵素製作後首一個月發酵期間起泡較多，開瓶次數每天要達4-5次，避免裏面氣體太	

	 多。製作時，我們又發現用已廢置一星期的新鮮水果皮做酵素，比直接用剛廢置的新鮮水果皮	

	 發酵速度快。

「被洗衣液洗去的油量」佔「總油量」的百分比

結論

困難及改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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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吸了油的茶籽粉因為被油包住而顆粒會變大，黏性較重，如圖右：	

	 這會間接用到更多的水，也容易使洗衣後的污水黏附在水管壁，造成水管	

	 堵塞。我們研製了「兩籽酵素」，即是減少茶籽粉的份量，加入了無患子	

	 粉。無患子粉是純天然的，它的果皮含皂苷，是天然介面活性劑有很強的	

	 去污效果。我們希望結合茶籽粉的特點，加強清潔效果。

4.	當梳打粉和檸檬酸在水中溶解後產生CO2，而且釋放份量多，把瓶蓋合上會有危險性。我們應		

	 小心放入材料，避免混合物會噴射出來，並準備眼罩、保護眼睛。

5.	由於未能購置更先進的「液相層析質譜法」和氣相層析質譜儀，檢測對人體和環境損害的成

	 份，如塑化劑（BHT）、鄰苯二甲酸酯和酚甲烷（雙酚A）等。我們只好選擇進行其他成份測	

	 試，測試天然和人工洗衣液的螢光劑、金屬及溶解氧含量，它們都是會影響人體健康和生態平	

	 衡的成份。

6.	除霉測試原本採用饅頭，但因為市面上銷售的饅頭多會加入防腐劑，所以即使加了溶液，待一	

	 星期後，饅頭沒有出現明顯的發霉跡象。可改用新鮮出爐方包，能清楚比較清水、水果酵素、	

	 雙籽酵素、梳打溶液和	Y牌洗衣液的防霉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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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深圳市蛇口育才教育集團育才一小

教師：巫漢威老師

組員：巫思逸同學、葉書言同學、曾欣妍同學、劉子越同學、李冠穎同學、單楊洋同學

探究意念

測試過程

在我們的成長歷程中，對外界充滿好奇，總有探究的欲望。關於「門」，我們都有過不愉快的經

歷：大多數小朋友都喜歡玩門，由於身體協調和反應速度的原因，他們都很容易被夾傷。此外，

小朋友又會無意中把門關上，並把自己反鎖在內，他們更會被「砰」門聲嚇怕。然而，我們能否

利用家中廢棄材料製作一種家居安全門檔？我們能否對此展開探索，並進行科學測試其效果與安

全性？

收集市場安全門檔產品及分析優缺點：

尋找綠色物料來設計安全門檔及測試：

物料一：捲筒紙內芯

小結： 捲筒紙內芯太小，對拉門所需力的大小沒有影響。

製作前 製作後 抗壓測試

目的：製作門檔，進行抗壓測試其效果和耐用性

材料：紙筒、廢棄橡皮泥圓盒、方形礦泉水瓶、小鋸片、測力計、直尺、有機玻璃、螺絲、螺

	 母、測力計及玻璃珠

步驟：1.	測量門的厚度，製作各種安全門檔

	 2.	測量門檔重量及拉動門所需拉力的大小

	 3.	抗壓測試：測試門檔受到壓力和形變之間的關係

產品 圖片 優點 不足

活頁門檔
門檔插在門活頁上，

安全有效

拿取不方便，不能隨

意調整門的開合度

U型門檔
咬合緊密，使用方便，

有效防止孩子夾手

發泡材料太輕，容易

被風和水改變開合度	

只能朝一個方向改變

門的開合度

斜面門檔
安全有效，門能固定

在一處地方

拿取不方便，門的開

合度不能隨意改變

磁力門檔 耐用，安全有效

只能放在固定位置，

不能隨意改變門開合

度

馬蹄門檔 門的開合度可改變
只能朝一個方向改變

門的開合度

門檔重量與所需拉力的關係

紙芯門檔重量 7克

拉力測試
拉動門所需拉力（牛頓）

沒裝門檔 安裝門檔

第一次 1.65 1.7

第二次 1.75 1.75

第三次 1.7 1.7

平　均 1.7 1.72

紙芯承重與形變之間的關係

承重（公斤）／
紙芯高度（厘米）

0 0.75 1.25 1.5

第一次 10.7 10.6 10 8

第二次 10.7 10.5 9.8 7.5

第三次 10.7 10.3 9.8 7.3

平　均 10.7 10.5 9.9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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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因為紙芯沒有良好的彈性，所以當U型紙芯門檔

承重越重，形狀變化越大。

優缺點分析：U型紙芯安全門檔在不增加拉門拉力的情

況下，能有效防止開關門把手夾傷的事故發生，但因

其沒有良好的彈性，當門檔受到較大的撞擊力時，形狀

變化較大，且沒有彈性不能恢復，所以U型紙芯安全門檔不耐用，不適合長期在家中使用。

物料二：開蓋圓盒 物料三：方形礦泉水瓶

1. 1.3. 3.4. 4.2. 2.

圓盒門檔重量與所需拉力的關係

門檔重量（公斤）
／拉力	（牛頓）

0.48 0.64 0.74 0.87 1.02

第一次 4.2 5 5.4 5.8 6.4

第二次 4.3 5.2 5.5 6 6.5

第三次 4.25 5.15 5.6 5.85 6.55

平　均 4.25 5.1 5.5 5.9 6.48

方形礦泉水瓶門檔重量與所需拉力的關係

門檔重量（公斤）
／拉力	（牛頓）

0.302 0.502 0.705 0.902 1.1

第一次 2.5 3.25 4.6 4.8 5.4

第二次 2.55 3.1 4.3 4.9 5.4

第三次 2.4 3.3 4.4 4.9 5.2

平　均 2.48 3.21 4.43 4.87 5.33

小結： 當圓盒門檔越重，所需拉門力便越大。

小結： 圓盒承重越重，形狀變化越大。當承重超過4千

克時，圓盒形變嚴重。

優缺點分析：開蓋圓盒門檔能通過增加石頭或其他重

物，來隨意改變門檔的重量，從而改變所需拉力的大

小，能達到抵抗風吹門時突然關門的情況。但是由於圓

盒是開放式，小孩能輕易取盒裡的東西，產生安全隱患。當圓盒承重達到4千克後，形狀變化嚴

重。

圓盒承重與形變之間的關係

承重（公斤）／
紙芯高度（厘米）

0 0.75 1.5 2.5 4 5

第一次 7.2 7 6.6 6.1 5.5 2.8

第二次 7.2 6.9 6.7 6 5.3 2.6

第三次 7.2 7 6.5 6.1 5.6 2.6

平　均 7.2 6.97 6.6 6.07 5.47 2.67

小結： 方形礦泉水瓶門檔越重，所需的拉力越大。

1100克方形礦泉水瓶承重與形變之間的關係

承重（公斤）／
紙芯高度（厘米）

0 0.75 1.5 2.5 4 5

第一次 6.3 6.2 6.1 6 6 5.9

第二次 6.3 6.2 6.2 6.1 5.9 5.9

第三次 6.3 6.3 6.1 6.1 6 5.8

平　均 6.3 6.23 6.13 6.07 5.97 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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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方形礦泉水瓶承重增大，水瓶形變不明顯。

科學原理

結論

塑膠是重要的有機合成高分子材料，應用非常廣泛，但是廢棄塑膠帶來的「白色污染」也越來越

嚴重。大多數塑膠質輕，化學性穩定，且不會銹蝕。另外，塑膠耐衝擊性好，具有較好的透明性

和耐磨耗性。塑膠更有絕緣性，導熱性低。

百度百科(N.D.)：塑膠（高分子化合物），檢自http://baike.

baidu.com/，瀏覽日期：2017年2月16	日。

本次活動得到學校領導和家長的大力支持，還有張偉老師說

明視頻方面的資訊技術處理，在此向各方致以萬分感謝。

U型紙芯門檔能防止開關門把手夾傷的事故發生，但沒有良好彈性，容易損壞。另一方面，開蓋

圓盒門檔能改變重量，而改變所需拉力的大小。至於開放式的圓盒，小孩較易取得盒內的東西，

故此產生安全隱患。最後，方形礦泉水瓶門檔能改變重量，門檔越重，所需拉門力越大，隨著承

重增大，水瓶的形狀變化不明顯。

感想

參考資料

鳴謝

巫思逸同學：爸爸和我在家裡一起製作環保門檔，在過程中，我非常感歎爸爸對科學研究認真的

態度，以及他對材料和製作工藝不斷改進的過程。在家裡，現在這些安全門檔都能運用到生活

中，非常實用。

單楊洋同學：在這次科學活動中，我跟著巫老師一起做實驗、測試，並且收集到很多資料，老師

又教導我們怎麼樣整理資料。

李冠穎同學：為了準備這次活動，我們認真思考了老師的提問，其後與老師一起討論、制定研究

計劃，讓我們成功完成了整個科學探究。

探究用料環保，同
學們能善用廢料進
行測試。同學們用
心比較多種門檔的
製造，所得出的數
據結果客觀。

學校：嘉諾撒小學

教師：王啟聰老師、方志新老師、陳計光老師

組員：鍾穎欣同學、林愛純同學、楊少萱同學、彭詩雅同學、周欣樂同學、鄧祉晴同學

探究意念

科學原理

測試過程及結果

雖然香港位處亞熱帶地區，但在冬季時有時候都會寒冷，一般人會考慮打開電暖爐或以空氣調節

系統以取暖。但是，根據機電工程署的網頁指出，這些用品都是一些用電量極高的電器，一般電

暖爐會製造出30至50攝氏度的暖風。耗電量約為1000至2400瓦特(機電工程署，n.d.)，故長時間

電暖爐使用將會花費大量電能。

事實上，根據香港天文台數據得知香港在冬季的日照時間和日照可應用率都不低(香港天文

台，2014)。我們希望能夠嘗試利用太陽能為室內提供熱能，藉此減少人們在日間使用耗電的電

暖爐，從而做到節能的效果。

我們曾經試過在冬天將一個黑色的環保袋放在太陽下曝曬了一段時間，後來環保袋裏的東西都變

熱了。這個現像啟發了我們進行這次研習的實驗設計。這次研習所初步構思利用的科學原理包

括：

基於以上的科學原理，我們在開始時設置了以下的測試模式，希望做到太陽能的暖風發放裝置。

熱的傳遞方法主要可分成傳導、對流和輻射，而太陽的能量會藉「太陽光」來傳送，「太陽光」

包括了一般可見的光、紅外光和紫外光。當這些「光」照射到地球上的物體時便會將熱以輻射的

方式帶到該物體，而令物體內能量上升，溫度因而上升。熱亦可以藉對流的方式於空氣中傳播，

當空氣受熱時，空氣的密度會減少，受熱的空氣便會上升，周圍較冷的空氣便會補充形成一個循

環，熱就會藉空氣的流動傳播。

我們所看到的「顏色」，是由光投射在一些不透明的物件上，物件吸收了部分顏色的光，而只讓

部分顏色的光反射出來，所以我們看到物體的顏色，是這件物件吸收不同顏色的光後，反射出來

的顏色光。（邵燕樑，2003）我們之所以看到黑色，是因為當光照射黑色物體的表面時，所有的

光線都被物件吸收了。由於沒有光反射出來，我們便看到物件是黑色的。由於黑色的物件可以吸

收最廣的光譜的「太陽光」所帶來的能量，從而令物件內能量上升。所以黑色的物件應該是最「

吸熱」的顏色。

熱的傳遞：

顏色和熱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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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室內的空氣用泵或風扇由管道引入一個蓋上黑色紙的箱子中，然後把這個箱子置於室外陽光可

以照射到的地方，從而令盒內空氣升溫。當室內較寒冷的空氣從管道流入較暖的箱子後，再用泵

或風扇抽出較暖的空氣回室內，從而令室內氣溫上升。

1.	利用電子溫度計量度抽入空氣位置的溫度

2.	把整個裝置放於太陽光照射到的地方

3.	啟動泵或風扇將空氣泵入裝置

4.	利用電子溫度計量度裝置內的溫度

5.	利用電子溫度計量度裝置排出空氣的溫度

6.	每5分鐘記錄一次三個電子溫度計的讀數

7.	把數據整理，並分析結果

在測試中，我們發現用黑色紙蓋著的

箱內溫度上升的幅度並不高，箱內溫

度在陰天時只比箱外溫度上升了攝

氏1-2度，而在晴天時亦只上升了5-6

度，箱內上升的溫度不足以加熱其泵

進去的空氣。因此，不論在陰天或晴

天，經裝置處理的空氣所上升的溫度

亦不足1.5度。在找尋資料後，我們估

計可能是因為以下原因而令裝置未如

預期運作。首先，由於箱被黑色紙所

覆蓋，太陽光不能直接到達箱內，所

以未必能將能量帶到裝置內。另外，

網絡資料指出黑色除了「吸熱快」，

散熱能力亦高，所以這些原因或令箱

內空氣不能被加熱。在這時候，我們想起用玻璃或透明膠板搭建的溫室可以有效的將熱利用溫室

效應困於溫室中，因此我們以此作參考並改良設計。

以下為裝置所得到的結果：

裝置的初步設計：

步驟：

分析：

將設計加入溫室提高溫度的機制，而同時保留黑色以作吸收太陽藉輻射傳遞的能量。把裝置向着

太陽的一面用黑色紙掩蓋，改為蓋上一塊透明的膠片。此外，將箱子的內壁鋪上了黑色紙。溫室

提高溫度的機制是當光照射到溫室後，陽光透過透明的屋頂進入溫室後，透明的膠片或玻璃可以

阻止熱以對流形式流失，故溫室的溫度會不斷上升。我們預計陽光能穿過膠片進入箱子中，而黑

色箱子內部亦能有效吸收來自太陽的能量，同時期望透明膠片能阻止能量藉對流的方式輕易地從

裝置中流失。

第一次修正測試設計：

初步測試設置圖

利用初步設計30分鐘內入風口和排氣口溫度相差統計圖

在第二次設計中，我們在裝置中加入一些

屈曲的鋁管，從而模仿小腸外貌特徵。這

設計能延長空氣逗留在裝置的時間，並可

以在裝置中各部分遊走，讓泵入的空氣能

有足夠時間被充分加熱，令裝置的製暖效

能更高。

以下為改良裝置在測試中所得到的結果：

第二次修正測試設計：

第一次修正設置圖

利用第一次改良設計30分鐘內入風口和

排氣口溫度相差統計圖

測試結果得知改為以透明膠板，以造成一個有溫室效應的裝置的確能更有效令裝置提高溫度。測

試中，箱內的溫度比外面的氣溫高約攝氏14度，可見溫室效應的確能協助裝置提高溫度。雖然箱

內溫度上升了，但發現泵出的風的溫度卻上升得沒那麼明顯。這可能是由於風在泵入箱內，很快

便升到出口離開了，根本沒有足夠的時間讓空氣變暖，所以泵出的空氣溫度沒有預期的高。為了

減慢空氣離開裝置的時間，讓空氣能充分加熱，我們可以借鏡小腸的構造，再一次修正設計。

第二次修正設置圖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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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改良裝置在測試中所得到的結果：

第二次修正後實驗設置圖

在加入一條黑色鋁管後，結果如預測般。在測試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無論在晴天還是陰天，排出

的風溫度都比進風口的溫度上升了，溫度上升的效率比沒加鋁管時高得多。排氣口的溫度更高於

裝置內的溫度。

對於這個測試結果，我們就認為由於鋁管在箱中屈曲，空氣在管道內有充足時間去吸收箱中能量，

而且鋁管本身也有效吸收來自太陽的熱能，所以加入鋁管後排風口的溫度比裝置內的溫度更高。

探究數據指出即使氣溫較低，但如果當天陽光充沛，裝置的效能亦會很高。相反，在氣溫較高的

日子唯缺少陽光，裝置所轉換熱能的效能則較弱。因此，我們認為氣溫不是影響裝置升溫結果的

主要因素，反是陽光的照射程度。

文初提及香港天文台數據顯示香港在冬季的日照時間和日照可應用率不低，經過這次探究活動，

我們認為利用制作裝置排放如電暖爐的暖風是可行的。我們認為可以探究面積越大的裝置能不能

更有效轉換熱能。此外，亦可以測試此設計在香港都市生活中的實用性。

分析：

結論及建議

參考資料

邵燕樑(2003)：色彩的基本知識，檢自http://

www.macaua r t . ne t /Comment /Con ten tC .as -

p?cid=106&id=73，瀏覽日期：2017年1月20日。

香港天文台(2014)，從氣候角度看香港的太陽能

資源，檢自http://www.hko.gov.hk/education/arti-

cle_uc.htm?title=ele_00443，瀏覽日期：2017年

3月5日。

香港天文台(n.d)：輻射小知識	 -	 太陽輻射，檢自

http://www.hko.gov.hk/prtver/html/docs/radiation/

tidbit/201003/solar_uc.shtml，瀏覽日期：2017年

2月25日。	

機電工程署(n.d)：電力資訊站，檢自http://eic.

emsd.gov.hk/tc/electricity_classroom_8.html，瀏覽

日期：2017年2月25日。

1.

2.

3.

4.

探究方法嚴謹，能夠顧及各種
因素（如天氣、溫度、光線是
否充足等）對結果的影響。此
外，發明亦具實用性。欣賞
同學們勇於改進作品的認真
態度，所製作的模型，別具心
思。由於本發明需要從室內用
風扇或泵抽入較冷的空氣到裝
置而使用了一些能源，建議同
學可以補充這個發明的能源效
益。

教師：陳穎鈞老師、陳明欣老師

組員：呂聖澤同學、陳朗翹同學、張凱盈同學、安智恩同學、李宏儀同學、樂翹郴同學

學校：靈糧堂秀德小學

探究意念

科學原理

測試材料

自從工業發展以來，各種石油產品已經成為了我們生活的必需品。當中，聚苯乙烯(香港俗稱發泡

膠)因為其高耐熱性和輕的特點，更被普及用於食品包裝、製作成免沖洗容器、隔熱、防震、隔

音，甚至被用作建築材料。可是，廣泛使用發泡膠亦使現在產生了大量發泡膠廢物。

由於廢棄的發泡膠無法被生物降解或被光分解，所以我們只可用堆填或焚化來處理發泡膠廢物。

如果人類繼續這樣處理發泡膠廢料便會對堆填區造成巨大的負荷。另外，發泡膠會在燃燒時釋出

大量黑煙（如碳微粒）和有毒氣體，包括一氧化碳等，造成環境污染。此外，氣化發泡膠微粒和

致癌物質PAH不但刺激生物的呼吸道，也是很可怕的致癌物。

多年來，科學家們致力找尋解決發泡膠造成的環境污染的方法，近年有研究顯示麵包蟲體內有一

種特殊的細菌（紅菌）可以將發泡膠自然分解。因此，我們希望探究是否可以利用麵包蟲這種特

性，以生物方法分解發泡膠。如可行，我們就可以減少發泡膠廢物對堆填區造成的壓力，也能減

少燃燒發泡膠造成的空氣污染。

我們用不同的食物來餵養麵包蟲，並定期（每隔三至四天）量度麵包蟲的重量、數目、進食量和

發泡膠的進食量的數據，比較不同食物組群的麵包蟲的健康情況和計算麵包蟲消耗發泡膠的效

果。

麵包蟲、膠盒(飼養麵包蟲)、電子磅、筷子、筲箕、發泡膠、麥皮、豆類、菜葉

A)	由於蟲的大小有異，我們先將蟲按重量分組，並記錄每組的蟲的數目。

B)	定期量度每組蟲所進食的發泡膠量，以估算特定重量的麵包蟲在限定時段裡消耗發泡膠的重量。

C)	比較不同組別所進食的發泡膠量，以判斷哪些因素能令麵包蟲能進食多些發泡膠。

進食發泡膠的麵包蟲和進食其他正常食物的麵包蟲一樣健康，我們以不同組的麵包蟲的重量和數

目作為麵包蟲的健康指標來比較蟲的健康，方法如下：

A)	麵包蟲的體重增長越高，代表麵包蟲越健康

B)	麵包蟲的數目減少得越多，代表麵包蟲越不健康

比較消耗發泡膠的效果的方法：

假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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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過程

測試一：

驗證假設一「進食發泡膠的麵包蟲和進食其他正常食物的麵包蟲一樣健康」。根據兒童的科學

(2016)，麵包蟲「可以把發泡膠分解，並排出體外。吃了發泡膠的麵包蟲身體亦非常健康，跟其

他吃米糠長大的麵包蟲無異，甚至比一般的更肥美。」在測試一中，我們把購買的麵包蟲分成不

同組別，每組的蟲數量和蟲重量相約：數量約31-33條，重約30克。為了印證進食發泡膠的麵包

蟲健康與進食其他食物的麵包蟲一樣，我們分別只為每組的麵包蟲提供單一食物：一組進食發泡

膠，一組進食麥皮，還有一組進食菜葉。

假設：

起始各組麵包蟲的健康情況一樣(同一批次)，牠們所得的營養都來自食物，經過一段時間後，如

食物的營養相同，麵包蟲的數量和重量會相同。如果不同，我們可從蟲的數目、重量和進食食物

量，評估麵包蟲依靠這種食物的生長情況。三組麵包蟲中，各組的餵食如下:

菜葉組：20克生菜	 	 	 麥皮組：20克麥皮

發泡膠組：3克發泡膠。每隔三、四天記錄蟲的數目和蟲的重量，並分隔和清理蟲的排泄物，記

錄蟲所進食的食物的重量和補充食物。

在第四天進行的第一次查測發現：菜

葉組的一組麵包蟲全部死亡。在查找

資料後，我們得知麵包蟲生活習性耐

旱不耐濕。可能葉菜的含水量太高，

造成了麵包蟲的死亡，因此只剩發

泡膠組和麥皮組繼續進行測試。故圖

一至圖四均只有兩組麵包蟲的數據比

較。

圖一和圖二顯示的是兩組麵包蟲進食

食物的重量。圖一的數據顯示每隔三

天或四天，蟲的進食量數據。以食物

的重量計算，發泡膠組的蟲的食量明

顯少於麥皮組的蟲的食量。原因與發

泡膠的性質－體積大但重量輕有很大

的關係。另一現象是：兩組的進食量

（非累計）隨日子遞增而呈現下降的

趨勢；我們相信原因是和兩組蟲的數

目（因死亡）減少有關（見圖三）。

測試一結果：

（圖一）

（圖二）

與書本的資料不同，我們發現進食發

泡膠組和進食麥皮組兩組麵包蟲的死

亡率也有很大差別：在餵食30天後，

每次的量度時，我們都發現進食發泡

膠的蟲的死亡數量遠多於進食麥皮的

蟲的死亡數量，而且很少留有完整的

蟲體，只剩小得難以看到的殘體或軀

殼。到後期進食發泡膠的麵包蟲只剩

6條(而進食麥皮組的還有23條)。數據

明顯指出進食發泡膠的麵包蟲未能從

我們所給的食物（發泡膠）中得到應

有的維生營養而互相吞吃。

故此，我們有理由相信麵包蟲體內雖

然有細菌消化發泡膠，但麵包蟲不能

單靠進食發泡膠維生，更不像書中介

紹「只進食發泡膠的麵包蟲比進食其

他食物的麵包蟲『健康肥美』」。

把新購入的麵包蟲分為六組，每組的蟲的數量和重量相約：35－38條，重20.3克－20.7克。每組

餵食如下食物：

•	第一組（綠豆5克→5克麥皮）	 	 •第二組（紅豆5克→5克麥皮）

•	第三組（黃豆5克→10克麥皮）		 •第四組（麥皮5克→10克麥皮）

•	第五組（眉豆5克→15克麥皮）		 •第六組（白米5克→15克麥皮）

（圖三）

（圖四）

測試二：

不同的食物或食物量對麵包蟲進食發泡膠可能有不同的影響。從測試一中，我們了解到麵包蟲不

能單靠餵食發泡膠生存。由於麵包蟲是榖倉害蟲，所以我們在測試二的前期分組加餵其他榖倉食

物，以探究加餵不同的食物後，榖倉食物可否讓麵包蟲多吃發泡膠，和哪種榖倉食物能使麵包蟲

消耗更多發泡膠。

測試方法：

前期（首二次）後期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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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甲顯示了每一時段裏（由於學校活動的

影響，一般相隔7－8天進行一次量度；第

三次和第四次觀察則因假期所以相隔14天

才進行量度），各組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進

食量（不累計）。

由圖五所見，第一至第二次的觀察發現，麵包蟲雖有不同的榖倉食物，但除了麥皮量減少較多

外，其他組的食物量沒有減少或減少不大，表示麵包蟲完全沒有進食或進食很少量的其他榖倉食

物。我們估計由於綠豆、紅豆和黃豆的外皮太硬，以致麵包蟲未能咬食這類榖倉食物。

由於，麵包蟲並沒有如預期進食不同食物，實驗二「不同食物對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影響」未能

繼續進行。

在第二次觀察後，我們將其他榖倉食物改為不同重量的麥皮。探究亦由轉為探究「不同重量的食

物－麥皮對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影響」。我們推測是麵包蟲在正常的食物不足下，會進食更多的

發泡膠。新的假設是：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量和麵包蟲得到正常食物量成反比（即是當麥皮量多

時，進食發泡膠量少）。故此，六組蟲改分三批，每批兩組，加入麥皮量分別是:第一批5克；第

二批10克；第三批15克；以對比不同麥皮量對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影響。

量度包括：1)	蟲的重量、2)	蟲的數目、3)	發泡膠的進食量、及4)	其他食物的進食量。在每次量

度後，為每組麵包蟲補添：1)	1.4g的菜葉	（芥蘭葉）,	和2)	與已進食了麥皮等重的麥皮。

•	1.4克的菜葉（芥蘭葉）（為麵包蟲提供水份）

•	1.6克重的發泡膠杯

由於麵包蟲進食的發泡膠重量很輕，較難量度重量，所以在測試二中，我們每7天才進行一次量度。

（圖五）

（圖五甲）

每組另外給予：

測試二的前期和後期：

測試二發現：

圖中看到：

從圖六甲和圖六乙的累計圖和數值上看到在27天裡：

1.	首週各組麵包蟲(不論有否進食其他榖倉食物)進食了最大量的發泡膠。與其後的任何時段的進		

	 食發泡膠量相比，高出最少3-4倍。

2.	部份組別第四次的發泡膠進食量突增，主要是因相隔了14天(約2倍時間)才進行量度。

•	第一批蟲(餵食5克麥皮)共進食了18.5克麥皮和2.8克發泡膠

•	第二批蟲(餵食10克麥皮)共進食了22.1克麥皮和2.4克發泡膠

•	第三批蟲(餵食10克麥皮)共進食了22.3克麥皮和2.2克發泡膠

「食物－麥皮量對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影響」

（圖六甲）

（圖六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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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二的另一個發現是：

1.	第三批蟲（即獲得最大量麥皮－15克麥皮）的兩組蟲的死亡最多（死了7條)，其他兩批10克麥	

	 皮的兩組死了3條，5克麥皮的兩組死均沒有蟲死亡（見圖七甲）

2.	第一批5克麥皮的兩組蟲，蟲重由40.8克上升到46.1克；第二批10克麥皮的兩組，蟲重由40.9克

	 上升至46.3克

3.	第三批獲得15克麥皮的兩組蟲，雖有最多的蟲死亡，也由實驗開始時的41.3克上升到43.2克（見

	 	圖七乙）

•	第一批每條蟲的重量:	0.5829克→0.6586克每條蟲增重0.0757克

•	第二批每條蟲的重量:	0.5527克→0.6521克每條蟲增重0.0994克

•	第三批每條蟲的重量:	0.5900克→0.6857克每條蟲增重0.0957克

雖然測試結果和我們的假設相符：食物-麥皮量與對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量成反比，但我們不能確

定這種反比關係，因為我們的數據無論在數值上或是以量度的次數計算都太少了。

（圖七甲）

（圖七乙）

應用

困難

建議

結論

總結

感想

由實驗觀察到：麵包蟲初期能較快和較大量地進食發泡膠。在有其他食物的供應下，麵包蟲能較

健康地存活和繼續進食發泡膠，以生物降解這較環保的方法幫助我們消除部份發泡膠廢物。

麵包蟲生物降解發泡膠雖然環保，但以目前大量生產和使用發泡膠所造成的龐大廢物量相比，麵

包蟲所能產生的減廢效果可說是杯水車薪，微不足道。不單如此，麵包蟲還是榖倉害蟲，如果在

餵養時管理不慎，讓牠們進入自然環境，會對農作物及榖物儲存造成破壞。就測試而言，數算麵

包蟲數目和量度麵包蟲的進食量不但要細心，也要有很大的耐性。在量度麵包蟲所進食的發泡膠

重量時，因為進食量不大、發泡膠也很輕，所以造成了量度的困難。

1.	增加麵包蟲的數量，以便取得更準確的數據作分析，例如進食發泡膠的重量	

2.	定時進行量度，例如每週一次，減少比較數據時的困難

3.	集中探究麵包蟲進食正常食物量（麥皮）和進食發泡膠重量的反比關係：增加組別，例如除了	

	 5克麥皮、10克麥皮、15克麥皮三組外，增加1克、2克、3克等組別，了解正常食物-麥皮供應	

	 少或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會否令麵包蟲進食更多發泡膠

1.	麵包蟲在一開始接觸發泡膠的時候，會進食較大量的發泡膠，但進食發泡膠的量隨後會明顯減	

	 少，顯示麵包蟲幫助消耗發泡膠的效能有限

2.	雖然麵包蟲可以進食和消化發泡膠，但牠們不能只靠進食發泡膠生存	

3.	食物-麥皮的餵食重量和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重量成反比的這個假設不能確定

麵包蟲能進食發泡膠，但不能單靠進食發泡膠生存。麵包蟲進食發泡膠的能力有限，我們不能依

賴麵包蟲進食發泡膠去減少發泡膠廢物，以減輕堆填區的負擔或燃燒發泡膠造成的空氣污染。我

們應更多地從源頭減廢，減少發泡膠的生產和將發泡膠重用，減少發泡膠廢物。

樂翹郴同學：科學探究要有耐性，也要細心，才能量度出準確的數據並減少錯誤。在數算麵包蟲

時，麵包蟲很難夾，我們要避免弄傷麵包蟲。有時我們一不留神，忘了數目，又要重新再算一

次。量度時每次都要做「去皮」這一步驟，目的是要量度準確的數據。我也學習到探究要不怕

髒，因為每次幫麵包蟲清理蟲屎時都很臭，有時亦會弄到滿手都是蟲屎，但我們也沒有怕辛苦而

放棄。

呂聖澤同學：在這次探究中我們雖沒有得到很確切的結論：麵包蟲可以減少發泡膠廢物，但卻令

我有更多的反思。我們應在源頭減廢，而不是製造了大量污染後才想法子補救，探究也令我更想

知道和更想找到其他方法來解決污染的問題。

安智恩同學：我們這次探究要利用麵包蟲進行測試。在測試中，有不少麵包蟲死亡。雖然麵包蟲

是害蟲，但它們仍成為了測試探究的竹戈犧牲品。我認為人類應好好愛護自然，而不是利用或犧

牲其他生命去解決我們的問題和滿足我們的需要。我們要尊重生命，即使那只是一條小小的麵包

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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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宏儀同學：我認識到探究要不怕辛苦和骯髒。在這次探究中，我們要定期量度麵包蟲的進食情

況，數數目和量重，其中一項工作是要將麵包蟲的屎和吃剩的食物分開，這是很骯髒也很煩瑣和

辛苦的工作，但我們為了探究就必須做這些工作。我也體會到探究要不放棄，不怕失敗。

張凱盈同學：在這次探究中，我領悟到探究並不像想像般容易，探究需要很多時間和不怕失敗。

我也更明白愛迪生所說的話「我沒有失敗，我是成功地找出了上千種不能製造燈炮的物料。」當

實驗結果與我們的設計和預測不同時，我們也懂得多思考和改變探究方向。

陳朗翹同學：我們在探究中學習運用了不同的探究方法，例如假設、量度、記錄、數據分析等，

還學會了怎樣正確地使用儀器和工具。這個探究也令我產生了很多的提問，例如為何麵包蟲體內

的紅菌能分解發泡膠？我們可不可以直接只用紅菌而不用麵包蟲而能將發泡膠分解？希望日後能

有機會在探索這些問題，並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

探究問題切合實際需
要，探究設計有系
統，且題目夠創意。
欣賞同學懂得從多方
面引證麵包蟲進食發
泡膠的能力，使測試
更具說服力。

教師：何日利老師、柳樺老師

組員：舒江樂同學、張子宇同學、梁曦雯同學、羅梓欣同學

學校：中山火炬開發區香暉園小學

探究意念

探究目的

科學原理

設計思路

設計前準備

室內養魚已經成為大眾的喜好，而養觀賞魚最麻煩的環節便是頻繁換水。現時市面上有以吸附顆

粒、曝氣、強過濾為主的免換水生態魚缸，價格較貴，且耗電量高，不符合現代生活提倡的“低

碳生活＂理念。據文獻所知，沉水植物在野外池塘、河流或人工類比生態系統中都具有較強的淨

化水質效果，那是否能在魚缸中植入沉水植物達到淨化水質的效果呢？

測試沉水植物是否能淨化魚缸水質；單一叢群沉水植物和沉水植物組合叢群，哪個具有較強的淨

化水質效果；沉水植物的淨水效果是否與生物量有關。

沉水植物淨化水質的原理：沉水植物的莖、葉可吸收水體氮、磷等營養鹽，根系可從底泥吸收營

養鹽，同時抑制底泥營養鹽的釋放。由此調節水體營養平衡，以達到淨化水質、提高水體透明

度、增加水體中含氧量、抑制藻類生長的效果。不同種類的沉水植物對水體造成的影響也不同。

而往往由幾種沉水植物構成的群落對水體的淨化效果要比單一叢群的淨化效果明顯。	

氨氮：指水中以遊離氨（NH3）和銨鹽（NH4+）形式存在的氮。觀賞魚缸水體中的氨氮主要來自

於魚類糞便和過剩飼料。它們與水體底層有機物和細菌的分解作用產生大量氨氮。由於氨具有較

高的脂溶性，能降低血液的載氧能力，從而降低魚體免疫力。一旦魚類發生疾病，便會加速病魚

死亡。

溶解性固體總量：指溶解在水中固體的總量，是水質的一個重要指標。溶解性總固體等於總礦化

度。溶解性固體總量會隨著魚類排泄大量糞便和過剩飼料腐爛而逐漸升高。

先搜查資料，初步瞭解魚缸的配置、水草的栽種方式，調試水質。再進行以下探究：1、比較不同

種類沉水植物的淨水效果；2、比較組合栽種沉水植物的淨水效果；3、比較不同生物量同種沉水

植物的淨水效果。本探究將對比分析溶解性固體總量、氨氮含量兩個指標，以此探究沉水植物在

魚缸中的淨水效果。

魚缸：經調查，多家水族館的魚缸配

置均可分為魚缸和草缸（如下圖），

而草缸更具有欣賞性，且水草能為魚

類提供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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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種類的選擇：金魚食性很廣，屬於以動物性食料為主的雜食性魚類。與其他魚類相比，市場價

格較為便宜。

水草的選擇：魚缸栽種的水草首選沉水植物。與挺水植物、漂浮植物、浮葉植物相比，沉水植物

生活在水層下面，更具有生長優勢，適宜魚缸栽種。據資料顯示，在天然水域中廣泛分佈且適種

於魚缸的水草有：金魚藻、苦草、黑藻、水車前草、丁香蓼等。本探究選擇苦草、金魚藻、黑藻

作為測試對象。

調試水質：

1. 增加自來水的含氧量：

	 曝氣，每天測定水體含氧量。使用含氧量測定試劑盒測定，方法如下：

	 1.	 用被測液沖洗比色管三遍，並裝滿

	 2.	 依次滴入1號和2號試劑各3滴，搖勻，靜置3-5分鐘

	 3.	 滴入3滴3號試劑，搖勻

	 4.	 對照比色表

2. 降低自來水的餘氯含量：

	 曬水，每天測定水體餘氯含量。使用餘氯測定試劑盒測定，方法如下：	

	 1.	 取10mL被測溶液，倒入三角燒杯

	 2.	 滴三滴餘氯測試劑，並搖勻

	 3.	 對照比色表

結果：		

結果：		

曝氣天數 0天 1天 2天 3天

結果圖

含氧量（mg/L） 1.0 1.5 2.5 2.5

曝氣天數 0天 1天 2天 3天

結果圖

含氧量（mg/L） 0.5 0.2 <0.05 <0.05

3. 結論

	 根據實驗結果可得，曝氣2天即可使含氧量高達2.5mg/L並穩定，曬水2天即可使水體餘氯含量		

	 降低至0.05ppm以下，符合金魚生存的水質要求。

環境條件 溫度oC 含氣量	mg/L pH 餘氣	ppm

範圍 0-39 ≥0.4 5.5－9.5 ≤0.1

金魚對水環境的耐受範圍

測試器材與材料

探究過程及注意事項

沉水植物：摘掉腐葉，用自來水清洗兩遍，並用0.1%的高錳酸鉀進行消毒5分鐘，再用自來水清

洗乾淨，擦乾，稱量。以盆栽形式種好，鋪上白碎石，放入桶內。

1. 溶解性固體總量（TDS）的測定：將多功能水質分析儀的探針放進

水桶水層下，晃動幾下，等資料穩定後，記錄下TDS的資料。

試劑：

金魚：挑選體長為4-5厘米的魚，洗淨，放入實驗桶中。

白碎石：直徑為1-2厘米，用自來水沖洗乾淨，並用0.1%的高錳酸鉀進行消毒10分鐘，再用自來

水清洗乾淨。

多功能水質分析儀：用於測溶解性固體總量。

分光光度計：用於測氨氮含量。

水桶：桶下底直徑為0.34cm，上底直徑為0.37cm，高度為0.37cm。用0.1%的高錳酸鉀進行消毒10

分鐘，自來水清洗乾淨，注入水深28cm。

自製塞氏盤：用以測水體透明度，自製過程參考圖1。

其他材料：量筒、燒杯、三角瓶、漏斗、濾紙。

圖1：塞氏盤的製作過程

1. 畫直徑6厘米的圓，並剪好 2. 噴黑白漆 4. 畫刻度3. 打孔、穿繩、底部綁重物

0.1%的高錳酸鉀的配置：5g高猛酸鉀加水4995mL。

氨氮測試試劑：氨氮標準液、酒石酸鉀鈉、納氏試劑、10%硫酸鋅溶液、25%氫氧化鈉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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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過程及結果

2. 氨氮含量的測定：採集樣品送去中山市火炬水務有限公司測定，測定方法為納氏試劑光度法。

3.水體透明度的測定方法：將塞氏盤放入水中，直至看不見白色盤，即可將	

	 塞氏盤拿離水面，讀出繩子上的被浸濕的刻度，即為水體透明度。

4.注意事項：實驗期間，每天需要曝氣40分鐘；一旦出現死魚，則及時更換。

測試一：比較不同種類沉水植物的淨水效果

目的：探究哪種沉水植物的淨水效果最強。

過程：實驗採用苦草、金魚藻、黑藻三種沉水植物，分別設對照

組，苦草組，金魚藻組、黑藻組（表1）。每組四個平行，預設

週期為7天，但由於儀器故障，實驗週期實際為11天。第7天時，

黑藻組實驗桶已無黑藻植株，其水體透明度降低，故停止該組實

驗（圖2），在停止、清理黑藻組實驗桶前，測各桶水體的溶解

性固體總量，並取一些水樣進行保存。實驗結束時測試每桶水體

的氨氮含量。

表1：實驗分組及處理

圖2：實驗分組圖（拍攝於第4天）

氨氮的測定過程

實驗分組 處理

對照組 僅投入兩條金魚

苦草組
投入兩條金魚、

90g苦草

金魚藻組
投入兩條金魚、

90g金魚藻

黑藻組
投入兩條金魚、

90g黑藻

結果及分析：

(1) 水體透明度：實驗進行到第7天時，黑藻組已無黑藻植株，

水體渾濁發臭，因此，黑藻組實驗被迫停止。而此時，黑藻組

的水體透明度為68.75%，其他組的水體透明度均為100%。據

觀察，這可能是三月份的天氣較冷，導致黑藻腐爛所致。

(2) 溶解性固體總量、氨氮含量：與苦草組、黑藻組對比，金魚藻組的溶解性固體總量最低，為

268ppm。但苦草組、金魚藻組、黑藻組實驗桶的溶解性固體總量均高於對照組。據觀察，苦草

組、金魚藻組的水質均比對照組清澈，這說明溶解性固體總量不能指示水體的渾濁程度，但對

比可得，金魚藻的淨水效果比苦草、黑藻的淨水效果強。同時，對比各組實驗的氨氮含量，黑

藻組>對照組>苦草組>金魚藻組，可得知金魚藻組實驗桶的水質最好。

結論：金魚藻對養魚水體淨化效果最好。	

測試二：比較不同種類沉水植物的組合栽種叢群對水質的淨化效果

目的：探究哪個組合栽種的沉水植物叢群淨水效果最強

過程：將苦草、金魚藻、黑藻三種沉水植物進行隨機組合栽種在水桶裡，實驗設為對照組，苦+金

組，苦+黑藻組，金+黑組，苦+金+黑組（表2）。每組四個平行，實驗週期為11天（圖3）。結束

時測定每桶水體的溶解性固體總量、氨氮含量。

表2 實驗分組及處理

圖3: 實驗分組圖（圖拍攝於第4天）

實驗分組 處理

對照組 僅投入兩條金魚

苦+金組 苦+金組

苦+黑組 投入兩條金魚、45g苦草、45g黑藻

金+黑組 投入兩條金魚、45g金魚藻、45g黑藻

苦+金+黑組 投入兩條金魚、30g苦草、30g金魚藻、30g黑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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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實驗組均比對照組的溶解性固體總量高。在四個實驗組中，苦+金組的溶解性固體總量最

低，為275ppm。據觀察，苦+金組的水體最清澈。對比各組的氨氮含量，苦+金組實驗桶的氨氮

含量最低，為2.75mg/L，苦+黑組實驗桶的氨氮含量最高，為4.15mg/L。

結論：苦草與金魚藻組合叢群對養魚水質淨化效果最好。但比金魚藻單一叢群淨水效果差。

測試三：探究金魚藻生物量的改變對魚缸水質的影響

目的：探究不同生物量的金魚藻淨水效果如何

過程：將金魚藻按222g/m2、444g/m2、888g/m2的生物量設置，設為對照組、低生物量組、中

生物量組、高生物量組。分別往對照組、低生物量組、中生物量組、高生物量組的桶裡投入0

、20g、40g、80g金魚藻及兩條金魚，每組三個平行，實驗週期為7天（圖4）。結束時測定每桶

水體的溶解性固體總量、氨氮含量。

圖4：實驗分組圖（拍攝于實驗開始時）

! ! !

結果：溶解性固體總量隨著金魚藻生物量的增加而減少，高生物量組溶解性固體總量比對照組

降低了10ppm。隨著金魚藻生物量的增加，氨氮含量逐漸降低。高生物量組的氨氮含量最低，

為0.97mg/L，對照組的氨氮含量最高，為1.69mg/L。

結論：隨著金魚藻生物量的增加，對養魚水質的淨水效果越來越好。

困難和解決方法

結論

1.	在探究不同種類沉水植物及組合栽種叢群對水質的淨化效果過程中，多功能水質分析儀壞了，	

	 需要退換了一台新的水質分析儀，延誤實驗週期，導致前兩個實驗的週期為11天。

2.	納氏試劑光度法較為繁雜，我們去了污水處理廠，請教專業人士。由於不熟悉，每次測氨氮含	

	 量，都要花費一兩天的時間。

3.	此探究工作量較大，週期較長(45天)，我們幾乎把閑餘時間都放在探究上，兼顧學習和探究。

4.	三月份，廣東天氣仍較冷，探究所採用的黑藻在實驗過程中出現腐爛現象，影響了結果。因此	

	 自製了塞氏盤，以其透明度降低為由，停止該組實驗。

1.	金魚藻對魚缸水質的淨水效果最好。

2.	在苦草、金魚藻、黑藻三種沉水植物組合栽種叢群中，苦草和金魚藻組合栽種叢群的淨水效果	

	 最好。

3.	隨著金魚藻生物量的增加，其淨水效果越來越強。

各實驗組的溶解性固體總量 各實驗組的氨氮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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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及不足

感想

鳴謝

參考資料

展望：養魚觀賞給都市繁忙生活增添了很多樂趣。草缸相對於魚缸而言，具有更高的欣賞性，且

有些水草具有較強的淨水效果。希望這個探究能給廣大的養魚愛好者提供參考，如哪些水草既具

有觀賞性又具有較強的淨水效果，哪些水草適宜搭配金魚養殖觀賞，如何在魚缸中栽種水草及栽

種多少水草？

不足：

1.	在探究不同生物量的金魚藻淨水效果的實驗中，由於購來的金魚藻量不夠，因此向對照組、低	

	 生物量組、中生物量組、高生物量組分別植入0、20、40、80g金魚藻。如果植入更多金魚藻，	

	 模擬魚缸的水質會如何呢？這有待探究。

2.	如果在黑藻適宜的天氣再探究一次，黑藻健康生長，探究結果是否會一致呢？這也有待探究。

羅梓欣同學：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常識百搭』科學探究活動。每一次的實驗操作讓我意識到團結

合作的真正意義，並從中學到了很多知識。這項探究增強了我的求知欲和解決問題的能力。

梁曦雯同學：這次探究讓我學到了很多知識，例如養魚可以搭配一些適合的沉水植物更具觀賞

性，且具有淨水作用，也鍛煉了我的意志，培養了鍥而不捨的精神。

舒江樂同學：這次探究中，我不僅得到了快樂，還明白了養魚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任何一個因

素都可能導致魚類死亡。過程中還懂得了在魚缸中種水草不僅具有觀賞性，還能淨化水質。另

外，要感謝我的指導老師，何老師，她不但教會了我們很多知識，還很關心我們。

張子宇同學：這次的『常識百搭』科學探究，我感受到了科學的樂趣，學會了很多知識。此外，

實驗探究讓我知道同學之間一定要團結友愛，在別人需要幫助的時候，應給予別人幫助。

感謝第二十屆『常識百搭』小學STEM探究展覽籌委會提供此機會、中山火炬開發區香暉園小學提

供了探究的平臺、中山市火炬水務有限公司提供氨氮測定的技術指導以及測試儀器和試劑，還感

謝相關的指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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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們對探究題
目及內容有清淅
的了解，報告清
楚，實驗設計全
面且具實用性。

教師：繆曉明老師、梁鐘添老師、劉冬冬老師

學生：梁梓聰同學、李俊恒同學、張楹燕同學、梁旻宇同學、葉澤佳同學、邵雨馨同學

學校：石岐中心小學大信學校

探究意念

測試材料

測試設計

科學原理

調查統計法：通過談話、問卷、查閱有關資料等方式收集地鐵資料，運用統計的方法來處理資

料，得出事物變化、發展的特點與規律的方法。

二維碼：

互聯網支付： 網絡銀行、協力廠商支付、移動支付作為互聯網支付的主要方式。

在內地地鐵人流量較大，外來人口較多，使得乘坐地鐵時購

票、檢票的時間相對較長。為了提高購票、檢票的效率，節

約制卡（羊城通）、制票（地鐵票）、自動售票機維修及電

力、人力資源（人工售票）等成本，達到綠色運輸目的，我

們採取二維碼網上支付與傳統出行方式結合的方法來改善地

鐵購票、檢票的流程。

碼錶、調查記錄單、電腦、草料二維碼生成網站、KT板(裝飾用)、透明膠帶、智能行動電話

調查統計法：通過調查地鐵站中人工售票和自助售票的人均所需時間。運用統計的方法來處理資

料，得出人均所需時間，再與我們設計的二維碼網上支付方式進行購票、檢票時間作對比，分析

設計的可行性。我們借助當下流行的二維碼掃描互聯網支付方式，將二維碼應用在地鐵站的入閘

處，乘客使用手機掃一掃功能，通過掃描二維碼自助進站。進站後，手機會收到來自網站的上車

資訊，包括入閘時間、入閘網站、手機IP等相關內容。出站時，掃描出閘二維碼，同時手機接收

到網站傳來資訊包括入閘時間、入閘網站、出閘時間、出閘網站、票價等相關資訊。同時由協力

廠商互聯網支付軟體完成扣費，結束乘車體驗。

二維條碼／二維碼（2-dimensional	

bar	 code）是用某種特定的幾何圖形

按一定規律在平面（二維方向上）分

佈的黑白相間的圖形記錄資料的。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學大信學校入站 中山市石岐中心小學大信學校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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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試過程

以廣州地鐵為藍本，調查人工售票和自助售票的人均所需時間。

分析圖表，我們發現採用人工售票方式單人購票時間

平均為1分13秒，在人流量高峰時段，個人等待的時

間成本非常高。我們認為造成購票時間長的原因有：

有一些人在買票的時候，查車次、地點所用的時間比

較長，再加上找錢所需時間，導致後面排隊的人等候

的時間比較久。另外，我們發現，當工作人員進行長

時間連續作業時，其效率會有所下降，因此會有定時

換班安排。因為工作人員換班的原因，部分視窗還會

暫停服務，導致每個視窗排隊的人數增加，等候的時

間也就更長。如果有人有急事，就會因為買票而耽誤時間。

人工售票用時調查過程：

我們分別進行了6組調查，共收集了300人次的資料，進行資

料統計後調查結果如下：

測試結果 1 2 3 4 5 6 平均值

單人用時 0:01:14 0:01:09 0:01:39 0:01:14 0:01:03 0:01:00 0:01:13

自助售票用時調查過程：

我們分別進行了6組調查，共收集了300人次的資料，進行資料處理後調查結果如下：

測試結果 1 2 3 4 5 6 平均值

單人用時 0:00:31 0:00:52 0:01:49 0:00:41 0:00:29 0:00:45 0:00:51

地鐵閘入口人流通過用時調查： 

我們分別進行了6組調查，共收集了300人次的資料，進行資料處理後調查結果如下：

地鐵出閘口人流通過用時調查：

我們分別進行了6組調查，共收集了300人次的資料，進行資料處理後調查結果如下：

二維碼網路支付的方式測試過程：

分析資料可得，地鐵入閘口人流通過

平均用時為6秒。

分析資料可得，地鐵出閘口人流通過平均用

時為4秒。

測試結果 1 2 3 4 5 6 平均值

單人用時 0:00:06 0:00:07 0:00:04 0:00:09 0:00:05 0:00:05 0:00:06

測試結果 1 2 3 4 5 6 平均值

單人用時 0:00:04 0:00:05 0:00:05 0:00:03 0:00:03 0:00:02 0:00:04

分析圖表，我們發現，採用自助售票方式單人購票時間平均為51秒，時間也不短，但相對於人

工售票方式較快捷。我們認為其中的原因是：有些人對自助售票機的操作方法不熟悉，導致購票

時間較長；自助售票機只能使用一元硬幣、十元、二十元紙幣進行識別，人們在買票時需要提前

準備好所需金額；部分機器出現故障問題，導致人們集中到其他機器中排隊，增加了排隊等候時

間；在使用紙幣時，有些使用年限較長的機器識別度低，出現多次不能識別紙幣(吐幣)的現象；

目前部分地鐵站自動售票機已使用了近20年，一些機器確實存在老化問題，靈敏度有所降低，特

別是紙幣吸入傳送帶裝置經常要維修。同時，一些乘客使用的紙幣比較舊，或者有褶皺，也容易

使機器無法識別。另外，許多乘客採用不正確的放紙幣方式，也容易引起機器故障。例如有的乘

客性子急，拼命塞入紙幣，然而機器是使用吸入式的，如果塞得太快，會導致機器來不及掃描、

讀取資訊而退幣。另外，目前地鐵自動售票機不接受1元、100元的紙幣，如果乘客不注意相關提

示資訊，用這些面額的紙幣購票，也會產生吐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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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機二維碼掃碼進站用時調查：

圖表顯示採用二維碼掃碼進站的方式

個人所需時間的平均值為8秒，相對人

工售票、自助售票機的購票方式所用

時間更短。

我們分別進行了6組調查，共收集了300人次的資料，進行資料統計處理

後調查結果如下：

測試結果 1 2 3 4 5 6 平均值

單人用時 0:00:11 0:00:11 0:00:06 0:00:07 0:00:04 0:00:07 0:00:08

手機二維碼掃碼出站用時調查：

測試結果如下：

測試結果 1 2 3 4 5 6 平均值

單人用時 0:00:10 0:00:11 0:00:06 0:00:06 0:00:09 0:00:05 0:00:08

分析資料後得出手機二維碼省去了

排隊買票的時間，所以進站、出站

方便快捷。另外，我們的設計還有

以下優點：（１）使用二維碼掃碼

可以節省工作人員的數量及工作時

間、機器維修成本和製作地鐵卡的

成本。（２）可以避免因忘帶地鐵

卡和現金而搭乘不了地鐵的情況。

但是也存在不足之處，如對於沒有

隨身攜帶手機的人便不能購票。

購票方式 人工售票進站 自助售票進站 二維碼掃碼進站

用時 0:01:19 0:00:57 0:00:08

與自助售票和人工售票方式的人均所需時間對比：

通過分析圖表，我們發現這三種不同的購票方式中，人工售票進站用時最長，為1分19秒。而自

助售票進站的用時稍短，為57秒，但對於不熟悉自助購票機操作方法的人群來說，購票用時相應

增加。我們設計的二維碼掃碼進站的方式時間最短，為8秒，相對於原有的人工售票進站、自助售

票進站方式更方便快捷。

將二維碼支付方式應用到地鐵運營過程中，以提高乘客入關、出關效率，節約地鐵運營方的人力

物力資源，包括設備維護、地鐵票、羊城通、電力等相關資源。乘車過程完全網上操作，綠色環

保，綠色交通。

設計二維碼過程比較困難，惟在老師的幫助下完成了編碼，最終完成了探究。

在同學們的積極參與下，並在老師的說明下得以完成探究。我們希望能優化地鐵的營運，對節約

用電、保護環境、節省人力資源等方面作出貢獻。

陳翠利、申紅(2015)：<不同類型地鐵車站閘機通過能力及配備數量對比>，《中國鐵

路》1001—683X11—0080—03

劉浩、陸濤、林麗等(2015)：<基於移動設備的地鐵二維碼票務系統設計>，《中國科技資訊》。

朱方雷	(2013)：<手機支付現狀及其發展分析>，《萬方資料	》。

漆慧	(2013)：<我國手機支付的發展現狀及方向>，《萬方資料》。

1.

2.

3.

4.

應用

困難

總結

參考

探究設題別出心裁，既
能運用新科技，又能替
市民日常生活著想，令
其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時
更方便快捷就可到達目
的地，值得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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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天神嘉諾撒學校

教師：吳銘恩老師

組員：彭珞殷同學、周詠翹同學、鄧睿筠同學、楊建心同學、周芷均同學、朱韻霖同學

探究意念

製作過程

測試過程

科學原理

探究內容

測試材料

拖鞋是家家戶戶的必需品，而且每個家庭都擁有多於一對拖鞋。有多少個家庭成員，就會有相等

數量的拖鞋，甚至有人同時擁有多對拖鞋，可能在家一對、去海灘又另一對！可是大部在市面上

買到的拖鞋大多數都是用人工合成的乳膠製造，非常不環保！市面上的乳膠製造的拖鞋，所含的

塑化劑如鄰苯二甲酸酯等，及重金屬鉛含量，很多都超出國際慣用的標準上限，當中有些更超標

逾數十倍！有醫生指吸入或長時間接觸塑化劑如鄰苯二甲酸酯或過量鉛會損害肝臟及腎臟、影響

兒童智力發展，嚴重更會致癌或令孕婦誕下畸胎。因此，我們想用綠色物料來製造一對天然拖

鞋，把生活的必需品環保化及健康化。

鞋底的麻繩被水浸濕了，未能因蠟層而防水。

鞋面及棉花仍保持乾爽，原因是鞋底的麻繩

被水浸濕但並沒有滲到鞋面上。

3.	將鞋底＋鞋面＋棉花一起放在	

	 水中30分鐘。　

表示天然拖鞋的設計合適，能有效防

止腳板沾濕。

4.	測試鞋底防水度，看看鞋底會否防水，因	

	 而能保持鞋面及棉花乾爽。

測試用瓦通紙及麻繩製作出環保拖鞋，於鞋底上塗

上一層蠟，就能令鞋底防水，如果街道上潮濕或有

積水，也不易沾濕腳。

材料：瓦通紙、麻繩、蠟、碎布（如需要）瓦通紙(Corrugated Fiberboard)：又稱瓦楞紙、紙

皮，是紙質包裝箱常見的用料，比木箱輕，又有硬

度，大小容易剪裁，保護包裝的其他產品，不受損

害。而且瓦通紙可在外部印刷不同色彩圖案及文字

或寫上文字符號，成本也相對便宜。一般中小型瓦

通紙盒（無印刷、泥黃色）能在生活用品店購得。

麻繩：麻是一種以麻類植物纖維當成的紡織原料，

編織成繩，其來源豐富。

蠟燭：蠟燭是用動物的油脂，通常為牛脂所製成。

牛脂汽化溫度在230度左右，而燃點則略高於300

度。主要有效成分是甘油三酯。甘油三酯，(triglyc-

eride)亦作三酸甘油酯，為動物性油脂與植物性油

脂的主要成分，一種由一個甘油分子和三個脂肪酸

分子組成的酯類有機化合物，可以透過日常飲食攝

取。現今通常已改用石油副產品石蠟（主要是飽和

烷烴）所製成。

天然拖鞋：

1.	於瓦通紙上畫出的鞋底，另一對作拖鞋的鞋面，然後剪下來。

2.	將麻繩綑在紙鞋底及紙鞋面上，直至全張紙鞋底被麻繩覆蓋，完成２隻鞋底及２隻鞋面備用。

鞋底的防水度測試：

1.	把鞋面放在鞋底上，然後把乾棉花放在鞋面上備用。

2.	準備一盆水，水的高度同鞋底一樣高，不可超過鞋面。

天然拖鞋耐用度測試：

1.	準備鈎子、重物、透明袋、繩子、天然拖鞋。

2.	用繩子捆着拖鞋一端，把拖鞋掛在牆上，再用鈎子把一袋約15磅的圖書鈎在拖鞋60分鐘，看看	

	 拖鞋的鞋底和帶子會否被破損。

測試結果：天然拖鞋的鞋底和帶子並沒有破損，表示天然拖鞋的設計合適，能安心於室外穿着。

天然拖鞋舒適度測試：各組員穿上天然拖鞋行走60分鐘，看看組員的腳有否被拖鞋磨損。

測試結果：各組員腳掌的皮膚並沒有變化，即是沒有紅腫或磨損。

設計：

測試結果：

3.	把蠟燭加熱直至熔化。

4.	將２隻拖鞋的鞋底逐一浸入熱的蠟液中，直至拖鞋的鞋底的表面都沾上了蠟液。

5.	隨即取出，然後風乾。

6.	把鞋底及鞋面縫合，再把預先做好的鞋繩縫合於鞋面上，天然拖鞋完成。

困難

1.	用麻繩製作鞋底及鞋面時，用白膠漿並不能完全固定麻繩的位置。

2.	本校沒有實驗室，要處理熔解蠟燭的測試有一定危險性，測試活動不能多次進行。

3.	風乾後，麻繩表面上的蠟有剝落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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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良

建議

應用

優點

感想

鳴謝

參考資料

總結

1.	把蠟燭加熱直至熔化，但需要保持高溫。

2.	不要把鞋底浸入熱的蠟液中，改為把蠟液塗	

	 在鞋底上。

把棉花夾在麻繩與紙皮中間，讓腳板有更舒適

的感覺。

1.	天然拖鞋適用於室內。

2.	天然拖鞋也適用於短時間外出、沙灘。

1.	用料天然，對人們健康有保障，更可自然分	

	 解，保護生態環境。

2.	減輕使用塑膠及減輕堆填區的負荷。

3.	提高更多人的環保意識。

4.	可自行設計個人特色的天然拖鞋，既環保又	

	 有趣。

感謝各組員的合作、工友叔叔嬸嬸借出用具進行各項測試、家晴姐姐幫忙拍攝及剪片、吳老師及

Ivy老師幫忙編輯及設計易拉架稿件、圖書館主任借出圖書館進行各項測試及拍攝、爸媽對我們的

支持及協助、吳老師的教導和安排，及編輯報告、學校給予我們參加「常識百搭」的機會，還要

感謝天父賜予我們有學習和探究的能力。

東方日報專案組(2016)：膠拖鞋釋毒致癌生畸胎《東方日報電

子版》，摘自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61217/00176_130.html

維基百科(2017 )：紙，摘自ht tp s : / / z h .w i k i p ed i a . o r g /

wiki/%E7%BA%B8

維基百科(2017)：甘油三酸酯，摘自https://zh.wikipedia.org/

wiki/%E4%B8%89%E9%85%B8%E7%

94%98%E6%B2%B9%E9%85%AF

彭珞殷同學：是次的探究活動，老師和我們都付出了努力和心機，現在真的深感值得。儘管我們

的拖鞋未必是完美無暇，但我們十分自豪，因為成功地達到目標。

周詠翹同學：我感到很滿足，除了在參加這個活動時學懂了一些科學原理，例如不同物料的成份

和它們的功用，我還能豐富自己的參賽經驗。此外，我還能在以後類似的比賽或報告嘗試用不同

的天然物料來製作模型或東西。　

鄧睿筠同學：經過這次的活動，我明白到隊員分工合作和團結是非常重要。不然，整個團隊便不

能完成任務。另外，我們也要互助互愛，否則關係會變差。																																																																										

楊建心同學：經過這一次的常識百搭活動，我學習到很多有關簡約生活的知識和怎樣在生活中實

行環保，亦透過此次活動增進了與同學之間的友誼，懂得怎樣去聆聽別人的意見，獲益良多。																																																		

周芷均同學：通過這一次的活動，我覺得勝負已經變得不重要了，只要我們有努力去做，並且把

所學到的知識都吸收了，這個活動便是非常有意義的！																																																																

朱韻霖同學：透過這次活動，我感到很滿足，因為我和組員都十分合作，讓我明白了合作的重要

性，最後我們也能愉快地完成任務。

人工合成乳膠製造的拖鞋既

然對人體及環境有極大的傷

害，我們必須放下只求方便

及漂亮款式的生活態度，積

極實踐簡約生活，自製天然

拖鞋既健康又環保，請一起來嘗試！

探討題目實作，測試全
面，有效製造綠色拖
鞋。同學們投入探究過
程，能充份掌握原理，
令大家亦感受到他們對
科學探究的熱誠。

fresh
   milk

學校：僑港伍氏宗親會伍時暢紀念學校

教師：譚芷翎老師

組員：麥晋瑋同學、文穎昕同學、郭己渝同學、鄧仁傑同學、蘇莞懿同學、黃梓洪同學

研究目的

測試器材與材料

科學原理

塑膠日常用品跟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由於它既輕巧又便宜，所以普受大眾歡迎，然而人們肆意

濫用塑膠產品，因此製造了大量垃圾，造成廢物污染，危害人類的健康。根據香港資源循環藍圖

顯示，香港近年的都市固體廢物中，有19%	是來自塑料。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WWF）指出，塑膠垃圾於自然環境中難以分解，例如分解魚絲需時

650年，而分解塑膠瓶需時450年，分解瓶上的膠圈則需時400年。由此可見，減少使用塑膠和找

出比塑膠在堆填區內分解期較短的物料是刻不容緩的。在	1900	年間到	1945	年間，平時我們喝的

牛奶常被用來製成不同的塑膠裝飾品，例如鈕扣、珠子、梳子等。由於這種塑膠從牛奶中提煉，

故此它是可生物分解，從而減低堆填區的負荷。

20	世紀初（約	1900	年到	1945	年間），牛奶常被用來製造各種不同的塑膠裝飾品。塑膠是一種

聚合物，即是由多個相同的分子所組成。牛奶中的聚合物是一種叫「酪蛋白」的蛋白質。當白醋

和牛奶混合並加熱後，它便會凝結起來。牛奶中約佔82%的蛋白質是由酪蛋白（casein）製成的，

它使牛奶呈現白色，剩下的18%蛋白質是乳清。剛製成的塑膠有橡膠般的塑性，很容易被塑造出

不同的形狀，而把它曝露於空氣中一段時間便會乾透，變得堅硬。

牛奶和醋一直以來常被用來製作蛋白質塑膠，我們希望除了能夠找出製造牛奶塑膠的最佳溫度和

醋的比例外，還嘗試找出跟牛奶的蛋白質份量相若，即每100毫升約有3克的蛋白質、椰汁和豆

奶，和跟醋的酸鹼值都是大約3克的檸檬汁來進行探究。

我們傾向「廢物利用」，特地使用過期（2-3天）的奶類製品進行探究，然而，椰汁的保鮮期較

長，所以較難買到快將過期的椰汁。

酪蛋白分子 酪蛋白聚合物

材料： 牛奶、檸檬、白醋、椰汁、豆奶

器材：小膠盤、小膠杯、電熱水煲、量杯、錫紙、墊板、溫度計、榨汁器、針筒、電子磅、榨汁	

	 	 器、魚湯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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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過程

1.	把50毫升的水注入量杯

2.	把量杯的水倒入膠杯中，並畫上記號

3.	把膠杯中的水倒入另一隻膠杯，並畫上記號（圖一）

4.	重覆步驟3，預備多隻水杯	

1.	把牛奶加熱至約85度

2.	預備7隻膠杯，分別注入2、3、5、10、15、20		

	 和25毫升的白醋

3.	待牛奶冷卻至60度後，把牛奶倒入己劃上50	

	 毫升記號的膠杯中

4.	迅速把白醋倒入牛奶中，使用竹籤攪拌至呈	

	 現白色塊狀（圖二）

5.	使用過濾網，把乳清隔走（圖三）

6.	把過濾網的沉澱物盡量拿起，並搓成球狀

7.	放置在通風位置2天或等其乾透，之後找出聚	

	 合物的重量和記錄其變化

1.	把魚湯袋剪成約20cm	x	20cm	小塊成過濾網 圖三

預備容量為50毫升的膠杯：

預備過濾網：

探究一：探討白醋的分量對全脂奶的聚合反應的

　　　　影響：
測試步驟：

1.	把牛奶加熱至約85度

2.	預備5隻膠杯，分別注入20毫升的白醋

3.	待牛奶冷卻至80度後，把牛奶倒入其中一	

	 隻	 己劃上50毫升記號的膠杯中

4.	迅速把白醋倒入牛奶中，使用竹籤攪拌至	

	 呈現白色塊狀

5.	使用過濾網，把乳清隔走

6.	把過濾網的沉澱物盡量拿起，並搓成球狀

7.	放置在通風位置2天或等其乾透，之後找出	

	 聚合物的重量和記錄其變化

8.	把牛奶分別冷卻至60度、50度、40度和35	

	 度，重複步驟3至7

1.	把牛奶、椰汁和豆奶加熱至約65度

2.	預備3隻膠杯，分別注入50毫升的牛奶、椰	

	 汁和豆奶

3.	待牛奶冷卻至60度後，把牛奶、椰汁和豆	

	 奶倒入己劃上50毫升記號的膠杯中

4.	迅速把白醋倒入牛奶、椰汁和豆奶中，使	

	 用竹籤攪拌至呈現白色塊狀

5.	使用過濾網，把乳清隔走

6.	把過濾網的沉澱物盡量拿起，並搓成球狀

7.	放置在通風位置2天或等其乾透，然後把每	

	 個樣本放進密實袋中

探究二：探討溫度對全脂奶的聚合反應的影響：

探究三：探討牛奶、椰汁和豆奶的聚合反應：

測試步驟：

測試步驟：

圖二

圖一

1.	把全脂奶加熱至約65度

2.	預備3隻膠杯，分別注入50毫升的全脂奶

3.	待牛奶冷卻至60度後，把全脂奶倒入己劃	

	 上50毫升記號的膠杯中

4.	迅速把白醋倒入全脂奶中，使用竹籤攪拌	

	 至呈現白色塊狀

5.	使用過濾網，把乳清隔走

6.	把過濾網的沉澱物盡量拿起，並搓成球狀

7.	放置在通風位置2天或等其乾透，然後把每	

	 個樣本放進密實袋中

探究四：探討檸檬汁和全脂奶、豆奶或椰漿的

　　　　聚合反應：

測試步驟：

共做了三次測試，再找其平均值，得出以下整體結果。

探究一：探討白醋的分量對全脂奶的聚合反應影響：

測試結果

全脂奶份量：50毫升	；	牛奶溫度：攝氏60度

當白醋的份量越少，其產生的塑膠不但越少，更有偏黃色的情況

出現。相反，當白醋的份量增加，其產生的凝固物（塑膠）也有

所增加之餘，質地也較滑和幼細，顏色也較白皙。當白醋的份量

增加至20毫升，我們可看到液體帶粉狀，且呈灰白色，然而，我

們難以提取其凝固物。根據白醋的份量增加時塑膠的變化，我們

推斷，酸鹼度減低了牛奶的聚合反應，白醋的份量增加，酸鹼度

越低，減低了酪蛋白分子的聚合能力。我們更發現3毫升醋的樣本

於數天後有發霉的情況。

全脂奶份量：50毫升；醋的份量：10毫升

20	毫升

15	毫升

10	毫升

5	毫升

3	毫升

探究二：探討溫度對全脂奶的聚合反應的影響：

分析：

牛奶溫度（攝氏） 25 35 40 60 80

樣本重量（克） 0 0 0 0 0 0 4 3 4 4 4 4 4 4 5

平均（克） 0 0 3.66 4 4.33

溫度對全脂奶的聚合反應的影響

圖四

白醋的份量（毫升） 2 3 5 10 15 20 25

樣本重量（克） 0 0 0 5 4 4 5 4 5 6 5 5 3 4 5 2 2 3 0 0 0

平均（克） 0 4.33 4.66 5.33 4 2.33 0

白醋的分量對全脂奶的聚合反應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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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圖八圖六：豆奶加醋後形成的凝固物	 圖七：凝固物乾透後的模樣

80度

60度

40度

當牛奶的溫度高於大約攝氏40度，才會有聚合反應的發

生。當溫度上升時，聚合反應越多，但只有輕微上升。

奶類份量：50毫升；溫度：攝氏60度；醋的份量：15毫升

分析：

探究三：探討牛奶、椰汁和豆奶的聚合反應：

牛奶、椰汁和豆奶的聚合反應

白醋的份量（毫升） 豆奶 椰汁

「塑膠」的重量（克） 5 5 2 ／

平均（克） 4 ／

聚合反應 有 沒有

檸檬汁的份量：15毫升；奶份量：50毫升

探究四：探討檸檬汁和全脂奶、豆奶或椰漿的聚合反應：

檸檬汁和全脂奶、豆奶或椰漿的聚合反應

奶類飲品 全脂奶 豆奶 椰漿

聚合反應 沒有 沒有 沒有

豆奶：雖然有凝固物，但是提取出來的沈澱物較為鬆散（圖六、七），也難於塑形提取，可見難	

	 	 以使用豆奶把塑膠製造出來

椰汁：未有發現聚合反應，椰汁仍處於液體狀態（圖八）

分析：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圖九

雖然檸檬汁和醋的酸鹼度相若，但加了檸檬汁後的牛奶，不論在任何溫度，也未見如跟醋混合

後般的聚合反應。相反，只有很輕微的凝固（圖九），連魚湯袋也能穿過（圖十）。測試豆奶

（圖十一）和椰奶（圖十二）也得出相若的結果。

分析：

加了檸檬汁後的牛奶（左）
只有牛奶，未有檸檬汁（右）

綜合以上實驗，若要取得最佳牛奶塑膠質數和最多的份量，有以下３個要訣：

1.	使用的奶類：豆奶製造出來的塑膠難以塑形，不宜用其製造產品。至於椰汁的蛋白質未能透過	

	 醋產生聚合，故此也不宜用其製作塑膠

2.	牛奶和醋的比例大約是5份牛奶，1份白醋，這樣的比例能產生較多塑膠

3.	溫度：牛奶於約攝氏40度才開始產生化學反應，牛奶的溫度越高，所製成的塑膠便越多，可是	

	 不太明顯

參考這次探究中得出的測試數據能製造出圖右塑膠產品：

麥晋瑋同學：在這次「常識百搭」的活動中，學會了很多，比如說每次參加活動都一定要很認

真，如果有一點不專心的話，就很容易有不明白的地方。此外如果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應該要馬

上向老師發問，不可以得過且過，才是科學研究最正確的方式。最後，我已經是六年級了，是小

學生涯最後一年了，所以我要更加珍惜這個參展機會，不可以浪費這個活動的每一分鐘時間，不

可以浪費這個活動帶給我們知識，更不能忘記老師的教誨，所以我們要努力學習，不要辜負老師

的期望。

文穎昕同學：在這次的小小科學家活動中，增長了很多科學知識。在這之前，我不知道原來用牛

奶加醋可以製作成塑膠，起初我都是半信半疑，到最後發現真的可以。我們用了很多牛奶來做試

驗，在整個過程中遇到塑膠不能成形的情況，這時我們就會思索不成功的原因，下次便不會重複

犯錯。在這次的課外活動中，我可以學到不同的科學原理，實在獲益良多，令我滿載而歸。

郭己渝同學：在這次「常識百搭」的課外活動中，學會了很多新的科學知識。例如：牛奶塑膠的

原理以及關於牛奶塑膠的知識！下年我也要繼續參加這個有趣、好玩的課外活動！

結論

應用

感想

探究方法廣泛應用科學原
理，切合主題。同學亦
能從多方面（不同食材、
溫度、重量）進行測試，
得出詳細的結論，值得嘉
許。建議同學可以進一步
探究，哪些東西〈例如：
哪些食物種類〉適宜使用
所研發的牛奶塑膠。

鄧仁傑同學：在這次活動中，學到了很多科學知識，也令

我明白團隊合作的重要性。雖然我們在過程中遇到困難，

但也學到解決困難得方法。最後，我非常感謝帶領我們的

譚芷翎老師，她幫助我們、引導我們進行探究。這次的學

習經歷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蘇莞懿同學：經過這次「常識百搭」的活動，學會了很多

的科學原理和知識，也了解到如何才能製作最佳牛奶塑

膠。在這次活動，令我獲益非淺。

黃梓洪同學：參加這次活動後，學到更多科學原理，獲益

良多。在這次科學探究中，我們學懂做實驗要注意的地方

和各種技巧，使我們有機會嘗試不同方法，測試探究的專

題、思考當中原因，務求不斷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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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順德聯誼總會伍冕端小學

教師：吳穎詩老師、葉愛恩老師

組員：丘霆羿同學、莫圳錄同學、羅名琛同學、秦凱欣同學、王子桐同學、黃政賢同學

探究目的

探究過程

科學原理

測試器材與材料  

紙的結構和造成技術的原理：

快餐文化在香港非常流行，每天也有很多人光顧。一些快餐店的食

物都會使用食物包裝紙包着，問題便由此而生。第一，製造大量垃

圾，對堆填區造成壓力；第二，這張紙含有塑膠及礦物油成份，拋

棄時便會破壞環境，因此我們希望製作一張既能包裝食物，又不會

破壞環境的食物包裝紙。

一般食物包裝紙有一部分的材料都是來自樹木，我們希望能利用常

見而容易獲取的樹葉纖維作替代，創出新的食物包裝紙，減少砍伐

樹木。

是次探究目的為探討能否利用常見的植物作對象，用不同比例的樹

葉纖維和紙巾來製造食物包裝紙，並測試它能否達至隔水度高、柔

軟度高、張力強大和保暖度高的四個效能。

我們的探究過程經歷了幾次重大的改變。最初的探究是選取合適的植物作對象，抽出它們的纖

維，用相同的編織方法，編織成大小一致的植物袋。但是在抽取纖維的過程中，我們遇上很大的

困難。無法在不同的植物中抽取相同和等量的纖維，儘管我們嘗試抽取，亦相當費時。另外，在

搜集材料方面亦遇到困難，原定搜集材料因季節性原因，而無法收集，形成一大障礙。

於是，我們改為借用造紙術的方法，把纖維打碎再組合。材料改為在學校範圍內可找到的，如黃

金葛、白掌、大紅花和酒金；同時也嘗試用非原生植物的棉花和鹹水草。提取這些植物的纖維，

只需直接用手指或直尺刮走。但這方法對不同的植物會有不同的效果，於是決定只搜集黃金葛的

纖維當我們按以上的方法造一張紙時，發現纖維之間無法連接起來，於是，我們想到用能吃的黏

合劑─糯米粉。

第一次，把纖維放攪拌機攪碎，再混合糯米粉開的水曬乾，可是過了兩天，所有食物紙都碎開

了，而且有部分還變壞了。最後，我們再想想糯米粉煮熟後的效果又不一樣，所以改變製作的方

法。把植物纖維加上紙巾作媒介，因為紙巾較衛生，能包裹食物，混合起來曬乾，然後再塗上

一層糯米粉水放入微波爐加熱，以填補纖維之間的空隙，最後再塗上一層糯米粉煮熟後的糯米漿

再曬乾。這樣做雖然可改善原先的問題，卻又使紙張過硬，難以包裹食物。最重要是等了很長時

間，紙都不能乾，因為糯米漿已把紙密封了。

最後，我們決定放棄「塗上一層糯米粉水放入微波爐加熱」的步驟，只塗上一層糯米粉煮熟後的

紙張是由纖維製成，纖維與纖維之間如沒有重疊，必然有很多孔洞，因此液體能滲透其中。為了

減少液體對紙張的滲透，一般的方法多是在紙上塗上一層物質，形成一個保護膜，把紙的孔洞遮

蓋。另一方法是使用纖維較多和緊密的物料造成，使紙減少孔洞的形成。我們希望透過這兩種方

法達至我們對包裝紙成分的要求。

造紙，自蔡倫開始已有二千多年的歷史。簡而言之，就是一種纖維的重組技術，凡是有纖維的都

可以造紙。在造紙的過程中，使用的助料有很多，最基本的為蒸煮與漂白兩種。蒸煮助料的作用

為去除原料中的雜質，以便取得纖維；漂白助料的作用為去除其中的色素。另外，造紙的過程繁

複，先有浸泡纖維，使充分吸水。然後把碎料煮爛，使纖維分散，直到煮成紙漿。待紙漿冷卻，

再使用平板式的竹簾把紙漿撈起，過濾水分，成為紙膜。用木板壓緊，上置重石，將水壓出。最

後把壓到半乾的紙膜貼在爐火邊上烘乾，揭下即為成品。時代雖然不斷變遷，造紙技術也不斷改

良，工具也更為複雜，但所依據的原理及過程，從未改變。

包裝紙的材料：黃金葛的葉、衛生紙巾、糯米粉、水

用具：攪拌機、筷子、竹篩、水桶、魚湯袋、塑膠盒(製作紙篩)、燒烤用掃、微波爐、風筒、量
杯、計時器、剪刀、毛巾、紅外線體溫計

糯米漿再曬乾。結果效果明顯改變了，符合我們原先的要求。

為了更明白植物數量與紙巾數量的比例，於是我們設計了三種不同的比例，作四種不同的測試，

看看哪一比例效果最好。

測試過程及結果

包裝紙製作步驟：

1.		 把葉子洗乾淨，並煮熟，再把它剪成細碎狀。加入150毫升沸水，放入攪拌機，攪拌3分鐘。

2.		 把紙巾撕碎，加入175毫升沸水，混合起來。

3.		 把碎葉子和碎紙巾混合，並拌勻。

4.		 用魚湯袋和塑膠盒造的紙篩篩出多餘的水分，保留纖維造紙。

5.		 用毛巾壓乾纖維中的水，放在太陽下曬。

6.		 把150毫升沸水和50毫升的糯米粉拌勻，放入微波爐加熱至稠糊狀，約1分鐘。

7.		 待紙乾後，把稠糊狀糯米漿塗上紙的一面，曬乾。待另一面乾後，再重複在另一面塗上糯米		

	 漿和曬乾，便完成。

8.		 按不同的葉片和紙巾數量，重複以上步驟三次。

不同樣本的葉片與紙巾數量

葉片數量（片） 紙巾數量（片）

第一個樣本 1 10

第二個樣本 3 8

第三個樣本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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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結論：第三個樣本吸水最少，有效隔開食物滲出的水，較適合作食物包裝紙。

結論：第三個樣本的角度最小，表示紙較柔軟，較適合作食物包裝紙。

結論：第三個樣本的溫差距離較少，即較能保持食物的溫度，較適合作食物包裝紙。

吸水測試結果

柔軟測試結果

張力測試結果

保暖測試結果測試步驟：
一、吸水測試：

二、柔軟測試：

三、張力測試：

四、保暖測試：

1.	 取出三張不同成份的包裝紙，裁成大小相同的小紙片。	

2.		 把紙用文件夾夾住，並穿在同一支筷子上。	

3.	 放一個水盆在紙條下。	

4.	 將紙條放入水中，2分鐘後測量水上升的高度。

1.	 取出三張不同成份的包裝紙，裁成大小相同的長方形紙條。	

2.	 將紙的一端用手壓住。	

3.	 量出紙張最高點及下垂一端的最低點相差角度。	

4.	 下垂後的角度即為柔軟性，並紀錄下來。

1.	 取出三張不同成份的包裝紙，裁成大小相同的長方形紙條。	

2.	 利用再用紙摺紙一個盒，用兩個文件夾夾紙盒的兩旁，再把長方形紙條彎起來，夾在盒的同	

	 一位置，形成一個好像一個屋形。再用筷子穿起並排。

3.	 每次加砝碼一個，直到紙條斷裂，扣除最後一個砝碼後，總計砝碼的重量。

1.	 把三塊大小相同的麵包放入微波爐加熱，加熱3分鐘，並立即用紅外線體溫計量度和記錄麵包	

	 的溫度。

2.	 把三張不同成份的包裝紙同一時間包着麵包，並用紅外線體溫計量度並記錄麵包的溫度。

3.	 每5分鐘、10分鐘和15分鐘用紅外線體溫計量度並記錄麵包的溫度。

厘米
吸水的次序

（水位最高為1，最低為3）

第一個樣本 10.5 2

第二個樣本 11 1

第三個樣本 10 3

角度
柔軟度的次序

（最柔軟為1，最不柔軟為3）

第一個樣本 75。 2

第二個樣本 82。 3

第三個樣本 38。 1

承重量（克）
張力強弱的次序

（最強力為1，最弱為3）

第一個樣本 740 3

第二個樣本 940 2

第三個樣本 1100 1

溫度 保暖能力的次序

（最保暖為1，

最不保暖為3）一開始 5分鐘 10分鐘 15分鐘 差距

第一個樣本 32.4。C 28.1。C 27.3。C 26.3。C 6.1。C 3

第二個樣本 31.2。C 29.3	。C 28.8。C 28.1。C 3.1。C 2

第三個樣本 32.2。C 32.1。C 30。C	 29.2。C 3。C 1

結論：

綜合四個測試，第三個樣本能達到理想的食物包裝紙要求，即吸水力較弱、柔軟度較高、張力較

強和保暖度較高，結果相當一致。這表示樹葉纖維的成份越多，紙巾的成份越少，越適合製作食

物包裝紙。

透過這次探究，我們不但對造紙的原理有更深入的認識和理解，能親手造出一張食物包裝紙更是

很有滿足感。儘管仍有改善的空間，包裝紙如可以製作得較薄、可針對油份再作測試等，但在測

試的過程中已學會了公平測試和比較的方法，對日後再做任何的科學探究有重要的幫助。

困難及改良建議

由於食物包裝紙只由樹葉和紙巾組成，兩者的纖維之間連接力很弱，所以想到用糯米粉填補空

隙，希望包裝紙可以更堅固。起初是把糯米粉與物料混合曬乾，但卻沒考慮糯米粉須要加熱煮

熟才發揮效用。於是，後來改為在乾的紙上塗上一層薄薄的糯米漿，才能解決此問題。

由於我們須提取樹葉上的纖維作材料，所以要先除去樹葉上的葉肉細胞，一般我們都會用上碳

酸鈣和氫氧化鈉的化學劑，但為免食物包裝紙沾有化學品，於是我們想到把樹葉放進沸水內

煮，可是不同的植物卻有不同的情況，如白掌和大紅花是無法單用熱水抽取樹葉上的纖維，而

黃金葛由於葉肉細胞的水分較多和厚，只用指甲也可以除去樹葉上的葉肉細胞。因此我們便決

定用較容易提取纖維的黃金葛作測試對象。

製紙過程中，必須待紙完全乾透才可以進行下一個步驟，但由於在造紙過程中，天氣不佳，經

常下雨，紙需要很長時間才能乾透。我們曾不等待乾透便馬上塗上糯米漿，結果紙太厚，把水

分鎖住，無法成紙。於是，改用風筒吹乾，卻因熱力和風口太集中，把紙的纖維吹散了，造成

裂縫。只可改用較微弱的風力，或把握有陽光的時間，把紙曬乾。

原先計劃作透水測試，直接把水滴在紙上滲透出來。但由於糯米漿形成一個保護膜，水在紙上

很輕易地滑走，滴下很多水滴仍無法測試；故改作把紙直接浸在水裏，看哪一張紙吸水水位最

高，間接地決定紙的隔水能力。

1.

2.

3.

4.

感想

丘霆羿同學：今次的探究過程中，令我第一次體驗了造紙的經歷，真的獲益良多。雖然過程是難

辛的，但讓我們明白了不放棄才能成功的道理。今年我就要畢業了，但我希望可以繼續參加這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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